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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EDU，年龄很小，1 岁半不到，出生于 2010 年 4 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然而为了

这一天，我的同事们已经储备了近 2 年，现在的我，蓄势待发。 

 

——北京乐闻携尔教育咨询有限公司Beijing Learn and Share Education Company（LASEDU） 

写于 2011 年 10 月 

 

写在前面 

 

如果你是一个有出国留学梦的学生，那么想必你一定对刘文勇老师有所了解，抑或你本就是

文勇老师的终极粉丝，那么我相信你对《托福黄金阅读》一定不会陌生。 

 

如果你摇头，告诉我你对《托福黄金阅读》不了解，更对文勇老师以及他的团队不了解，那

么就让我来告诉你吧！ 

 

第一步 在你的电脑前，动动手指打开你的电脑。 

 

第二步 再动动你的手指，打开你最喜欢的人人网（www.renren.com），也许这时你会忍不住

看看最近访问信息，你会忍不住看看好友的新鲜事，也许还有很多的忍不住，没关系我等你！

待你将所有的忍不住转化为现实时，请同我一起做第三步！ 

 

第三步 请在人人网好友搜索栏里用键盘敲入“刘文勇”，接着你会发现这样一个图像： 

 

只要你轻轻敲一下回车键，那么，你就可以开始了解文勇老师和他的团队了。 

 

同时，还要恭喜你，此时你已经获得一个帮你实现出国留学之梦的网页！所以，我真诚的建

议你把它放在你的收藏夹内！你将会收获很多! 

 

如果你对我的话有所怀疑，没关系，你可以先停下来看看那里面的日志信息，相信你对我的

质疑片刻就可以消除！而如果你因此想更多的了解我们，点击进入我们的公司网站

www.lasedu.com，你便可以轻易的找到我们能为你做什么，我们愿意为你做什么。 

 

此时，希望你可以把你的收获分享给你的朋友，因为这是文勇老师以及他的团队的宗旨：

Learn  and  Share ——在学习中分享，在分享中成长！ 

http://www.lased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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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考过托福、正在考托福和即将考托福的孩子必须知道的《托福黄金阅读》，为什么这么

多年一直备受欢迎？ 

 

原因很简单：它使大家真正受益了。于是善良的同学们为了让更多的托福考生受益，传承了

我们的宗旨 Learn and Share，互相分享、彼此推荐、口口相传。 

 

《托福黄金阅读》是成功的。但是我们并没有因此而停下脚步，因为我们希望更多拥有留学

之梦的孩子实现他们的梦想。所以既《托福黄金阅读》之后，乐闻携尔又开始了另外一项浩

大的工程：翻译并整理详细版的美国大学中文简介。 

 

也许你要问我，我们公司花大量的人力，物力来进行美国大学中文简介翻译及整理工作，到

底是为了什么？ 

 

这个问题也让我迷惑，因为我发现我们用大量人力、物力翻译及整理出来的美国大学中文简

介，却免费在公司主页、人人网公共主页、微博、QQ 群等每隔两天发布。 

 

所以带着这样的迷惑，我曾询问过我们的留学部门主管新娟老师。她的回答很简单：“因为

在多年的留学申请从业经历中，我总是被问及关于美国各个学校的特色，且屡问不鲜。因此

做一套关于美国各个学校的中文版本的介绍，方便学生方便家长同时也解放了自己，而且这

一直是我的愿望。” 

 

是的，我们的宗旨是“分享”，我们的愿望是帮助更多学生实现他们留学之梦的愿望，因为

怀揣着这样一个愿望，我们愿意分享；因为这样的愿望，乐闻携尔留学部门的全职顾问、兼

职翻译，以及美国的在读学生，一起轰轰烈烈的为着我们自以为可以令申请者和家长受益的

目标而努力。 

 

如今新娟老师的愿望，我们团队的愿望，正因为这样一个大家庭的努力，而在实现的途中。 

 

这本《美国大学中文简介》杂志之所以选择 UIUC（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 - 

Champaign）作为开场，是因为，这个名字的缩写对中国人的熟悉程度甚至超过学校本身。 

 

若干年前，新娟和同事们在与UIUC的本科招生办主任聊天的时候，他问：“UIUC是什么？”

雷倒所有人，我们才知道，原来人家不是这样缩写称呼的，然而，入乡随俗，既然该校已经

被那么多中国人所熟知，那就随它好了，我们依然叫它 UIUC，而不是 Illinois。 

  

 

 

责任编辑：刘新娟 

策划：任静 

翻译：范之玮、陈冬月、杨濮瑜、任静、刘楚南、于显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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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想免费索取最新版《托福黄金阅读》电子版，请联系我们； 

如果你想免费索取最新版《美国大学中文简介》电子版，请联系我们； 

如果你对于托福、GRE、GMAT、SAT 等出国留学考试有任何疑问，请联系我们； 

如果你对于出国留学申请的流程、文书写作、签证、summer school 等有任何期待，请联系

我们 

 

我们的联系方式 

地址：海淀区苏州街 18 号院长远天地大厦 A1 座 1606 

地铁：10 号线---苏州街地铁 C 口，出地铁口向西走 20 米到十字路口后，向北步行 5

分钟即可到达； 

公交：乘坐 26 路、394 路、944 路支线、运通 109 路、运通 110 路、运通 114 路、528

路、运通 118 路至地震局站，下车后步行 5 分钟即可到达。  

电话：010-82608919  

手机：15010352196 

邮箱：liuxinjuan@lased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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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herst College 

安姆斯特学院 

 

 
 

曾经是杰出、彬彬有礼且多才多艺的骑士们的家乡。和 Williams 学院、Middlebury

学院和 Colby 学院相比，更不要提 Swarthmore 学院和 Wesleyan 学院，Amherst

学院从来都是文理学院的王中之王，主要是因为它所属的五校联盟更加了学术的

多样性和深度。 

 

Amherst 不仅向学生提供强有力的传统学科课程，也提供许多交叉学科的教学。

在这里没有核心课程的要求。学生也不必涉及每个学科类别（社会科学、自然科

学、人文学）。所以学生们可以自由的跟随自己的个人兴趣和对未来的规划选择

各种课程。课程的目的不是为了得到高分，而是让学生们成为用通识教育（文理

学院式教育）所倡导的思想来思考问题的人。在这里强调“探索自由”是为了学

到知识，而不是为了分数而竞争。“学生们在团队合作、课堂讨论等活动中会互

相鼓励。”一位大四学生证实，“你很少能听到其他学生们炫耀自己的分数。” 

 

Amherst  一千公亩的校园俯瞰着如诗如画的 Amherst 小镇和先锋山谷，并且也

能观望到 Holyoke 地区和 Pelham 山丘。在校园中，开放的土地为一些野生动物

提供了栖息地，一片森林和教学楼、宿舍楼、运动场和各种校园设施共同分享学

校的土地。即便学校的主导的建筑风格仍是十九世纪的学院派-红砖是最主要的

元素之一，你同样可以在学校里找到从浅黄色八角形的建筑到炫耀的现代风格的

各种类型建筑。Amherst 拥有一个学校应有的样子：这里有蜿蜒的林荫小道盘旋

在各个建筑物之间，为学生们提供长长的冥想和散步空间。学院最近完成了历时

七年的翻新学生宿舍楼的工作，并建造了 Charles Pratt 宿舍。 

 

最受欢迎的专业是英文、心理、经济、历史和政治学。学生们可以混合这些专业

的课程，自己设计一个双学位的项目。大约三分之一的学生会选择两个主修科目，

甚至有的人可以完成三个主修科目。如果学校不能提供给学生他们所感兴趣的课

程，学生们可以根据特殊主题的课程设计自己的专业。很多学生为了在自己所选

专业中更上一层楼，在大四的时候选择完成荣誉论文。通常这个作品的水平等同

于研究生水平。学生们可以写论文或者做科学调查或者完成一个艺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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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herst 拥有独一无二的法律、法学和社会观课程。这并不能算一个法学预科的

主修课程，但是它是一个学科交叉课程：与心理、历史、哲学、文学等多种课程

交汇并十分强调理论基础。舞蹈课程也非常出色，即便必须要在五校联盟中完成

所有课程。为了可以承担这些课程的教学，学校近几年在更新设施，升级技术能

力，在优化学习、展览、表演和运动的设施和空间上已经花费了近百万美元。 

 

Amherst 拥有一个以一群杰出教授财富为中心的丰富知识环境。“不仅教授们都

积极的在课前做了准备，他们在课后也是非常容易找到和接近的。”一名大三学

生说道。在这样一个没有研究生部门的小型校园里，学校鼓励学生们与教授互动、

交流。“学校的教学质量是十分杰出和显著的。教授们不仅充满智慧、有很多惊

人的成就，他们教书因为他们喜欢教育。”一名大二学生解释。 

 

为了毕业，学生们需要满足很多要求：必须要上第一年研讨会，在大二年级结束

时申明至少一个专业，完成各专业必须的课程和必要的选修课，在主修的各个科

目的考试中表现的令人满意。大一研讨会由两位或更多的教授承担教学，目的是

通过各种主题培养交叉学科思想。课程涉及很多学科。“不同课程的困难程度差

别很大，”一位大二学生说，“但是很少有课被认为是简单的。”学校参加的五校

联盟还包括 Smith college、Mount Holyoke College、Hampshire College 和麻省大

学安姆斯特分校。五个学校间有免费巴士直达。学生可以在其他学校选择适当数

量的本科甚至研究生级别的课程但不用付额外的学费。五校联盟可以提供 27 种

语言的教学。 

 

除了参加五校联盟，Amherst 同样隶属于“海洋学项目”、“二十校交换项目”。

附近的两个女子学院-Smith College 和 Mount Holyoke College 也为学生们的社交

圈锦上添花。很多在其他学校的文化和艺术活动也对 Amherst 的学生开放。每一

年大约有百分之四十五的学生在海外学习一个学期或一年。学生们可以从在多个

国家 260 个项目中选择，从在布达佩斯的数学项目到在罗马分析建筑。Amherst

还有一个在日本京都的项目。在那里的大学中，一座 Amherst 的殖民风格建筑被

复制模仿。 

 

一位学生说，Amherst 的学生都非常友好，学习上进。80%的学生来自马萨诸塞

州以外。86%的学生在高中的时候都是年级前十名。一名大三学生说，“这里有

各种各样的人。不管你是个怪胎，运动帅哥，嬉皮士，或者是其他很难定义的类

型的人，你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气味相投的人。”这里的学生组成也十分的多样化：

9%的非洲裔美国人，13%的亚裔美国人，8%的西班牙后裔，7%的外国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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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herst 积极的致力于教育所有学生那些可以影响他们生活的问题。宿舍生活办

公室，通过宿舍咨询成员，发起教育和鼓励学生对一些问题展开讨论的项目。这

些问题包括种族和性别关系、性别尊重问题、酒精和毒品的滥用等。文化多样性

指导师负责在入学教育和所有大一学生的宿舍中提供讲座，唤起学生们对于种族

问题的认知。学院没有荣誉奖学金。但是学校却取消了奖学金中的贷款，取而代

之的是补助金。 

 

学校的校友网络非常强大。在人数大于 2 万人的毕业生中，曾有四位摘得诺贝尔

奖桂冠，很多的普利策奖获得者，“美国城市联盟”的主席，美国高级法院首席

法官，很多国家图书奖得主和一位美国总统。 

 

学校保证学生四年都可以住在学校里。有 98%的学生在学校的宿舍居住。“房间

都很大并且有很多存储空间。”一名学生表示。如果学生觉得房间分配不公平、

不满意可以参加一个对口型大赛，赢家可以在他所在的年级中第一个挑选房间。

每个住在学校和想要住在学校的人都在 拥有一个中心取餐区和五个就餐区的

“情人餐厅”用餐。食物的选择很多样，但是收到了褒贬不一的评价。“我们也拥

有素食、绝对素食主义和犹太菜的选择。”一名大三学生说。 

 

虽然兄弟会在这里已经成为遥远的记忆，充斥着酒精的派对的合法性还存在。各

种社交活动遍布校园：从安静的朋友聚会到宿舍的课后休闲到全校的派对。“这

里的社交生活很丰富，”一位学生说道，“从派对到桌面游戏，总有一款适合你。”

每年最大型的派对是在二月的赌场之夜，在那里有用真钱的赌博游戏。春天长达

一个周末的 Bavaria 节不仅有烤乳猪、大轮子比赛，另外选出第一个挑房间的人

的对口型大赛也吸引了很多人参加。校园中心拥有室外领土、一个正式的起居室、

一个游戏厅、一个零食吧、一个学生公司运作的咖啡厅。这个咖啡厅每周开三个

晚上，提供现场娱乐。学校也可以得益于五校联盟：“总有社交、学术或文化活

动在五所学校举行。”一位学生说。 

 

Amherst 是“典型的学院小镇，充满了学术、老嬉皮士、小商店和便宜的餐馆。”

一位交叉学科的学生说。学生参加社区活动项目。“这里有兄弟姐妹，也是人文

的栖息地，但还不止这些”一位大一新生说。对于户外活动来说，去佛蒙特洲滑

雪并不遥远，距离波士顿（一个半小时）、纽约（三个多小时）的距离也足够近，

适合成为短途旅行的目的地。 

运动在这里被严肃对待，不管是校队还是校内的运动。具有影响力的运动员会更

得到录取办公室的青睐。Amherst 在第三级别中比赛但是强大的棒球队也在第一

级别中。男子足球很强大。近期在 NCCA 得过的冠军项目有女子网球、男子篮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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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田径和女子曲棍球队。每个赛季大型比赛中与宿敌威廉姆斯学院的比赛总

会吸引全校的粉丝来观看。Amherst 校内运动、运动俱乐部、和校队吸引着四分

之三的学生。校内运动男女都可以参与并且对所有学生和教职工开放。足球、网

球、美式橄榄球和排球都非常受欢迎。 

 

缺少课程的限制，拥有一群强大的并且热爱教学的教授们，学生们毫无疑问会非

常热爱这个学校。一个学生骄傲的说：“我发现整个社区都是对自己满足也因此

是最友好、慵懒的人。但是这些都不能阻挡 Amherst 的学生在学术上、运动场上、

艺术上为了对世界贡献实现杰出的成就。” 

 

 

 

 

 

 

 

 

 

 

 

 

 

 

 

 

 

 

 

 

 

 

 

 

 

 

 

 

 

 

热门专业 

英语 English 

经济学 Economics 

心理学 Psychology 

法律、法学和社会思想 Law, 

Jurisprudence, and Social Thought 

政治学 Political Science 

 

 

网址：www.amherst.edu 

地址：Amherst, MA 01002-5000 

所在州：MA 

地理位置：Small town 小城镇 

男女比例：5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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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上和右上：该校建筑 

左下：dining service 用餐服务 

右下：野生生物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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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s College  

威廉姆斯学院 

 

 

“I know people who can read Harry Potter in Latin, translate rap songs into Arabic, 

and sight-read ‘Rocket Man’ perfectly on the piano.” 

“People are very cooperative and helpful both in and out of the classroom.” 

 

    

 

在排名和学生们的学校选择表上永远都与 Amherst 不相上下，威廉姆斯学院坐

落于异常美丽的 Berkshires 的山脚。虽然威廉姆斯打破了学生们对传统学院派

的憧憬，它每年仍然可以吸引很多健美的、文武双全的高材生来到这个山脚的学

术小村庄。这华美而与世隔绝的环境对于威廉姆斯学院也许是一个上帝的恩赐，

抑或是诅咒。 

 

威廉姆斯学院与 Amherst 学院竞争的不仅是学校的代表色-紫色的所有权：他们

都把紫色用在学校的队服校徽上。他们也一直在争全国最精心挑选学生的文理学

院的席位。这两个学院都拥有大量的“学院派、富有的白人”，威廉姆斯的学生

会更倾向于“爱运动、多才多艺、奋发图强、友好和自由”的类型， 一位大三

学生说。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小村庄，校园精神非常的丰富，而这里美丽的自然风

光也帮助每个人保持好心情。当不观赏紫色连绵壮丽的山岭时，学生们就会以满

腔的热情埋首于学术。“这里的学生妙趣横生、处事不惊、博学、自由、有创造

力，”一名大一新生说。 

 

校园的建筑可以说是各种建筑风格的大观园：从那早期联邦为 West College 设

计的简单而雅致的建筑到 Charles Moore 和 William Rawn 的现代建筑作品。砖

制的和灰色岩石建造的建筑物被松散的安排围成一圈，形成一个小广场，不仅为

校园揽入了自然风光，同时也与周围的地势和植物相得益彰。学生们可以得益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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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CMA（威廉姆斯学院艺术博物馆）、Clark 艺术学院、MASS MoCA-一个在学

院附近的现代视觉、表演和媒体艺术的中心。学校目前正在举行集资四百万美金

的活动；最新落成的建筑物是一个拥有酒吧、游戏厅、石制壁炉、零食吧和学习

区域的学生中心。 

 

由于大部分大一新生上的课都少于 25 人，师生比例 1:7，威廉姆斯的课程所强

调的学科交叉和个人化教学精神得以轻松实现。学校要求学生在语言与艺术、社

会科学、自然和数学三个领域的每个领域选一个课程：其中两门必须在大二结束

前完成。学生们也必须完成写作、数量类课程和推理课程的要求，在三十个科目

中至少选择一门作为主修课目，完成四个长达半学期的体育课程，至少在学校宿

舍居住六个学期。学生们可以选择参加宿舍中的大一研讨会。这个课程可以让同

住一栋宿舍楼的同学们一起上同一个课，帮助提升学生们对校园生活的社会和知

识方面的理解。威廉姆斯学院也在不断增加用“牛津教学模式”教学的课程：两

名学生与一名教授每周见面一次。两名学生交替书写论文而另一位进行评判。学

生也必须完成四个寒假课程或者项目。拥有旅行癖好的学生也有机会在寒假期间

陪伴教授们参加开销相对较低的游学活动，到各种奇异的地方：印度、前苏联国

家、西非地区。 

 

事实上，学校每年有三个学期。除了正常的春秋学期以外冬天也会有一个供学生

调整的小学期。只需上一门课。不算分数只有通过或不通过。在一月份，由学生

设计课程的“自由大学”会开始运作。学生们可以登记注册内容丰富的课程。在

这里学生们互相教授各种技能和知识：从怎么做馄饨到怎么跳吉特巴舞。如果觉

得的终日呆在这个小山村太过闭塞，尤其是在苦涩而常刮大风的冬天，学生们可

以通过学校的“校外学习办公室”、“二十校交换项目”或者“威廉姆斯海洋探索

项目”暂时离开一个学期。学生们也可以选择其他创新的项目，比如在英格兰牛

津的 exeter college 项目或者在纽约和非洲的项目。 

 

艺术史是威廉姆斯诸多强项之一，而此强项也得益于威廉姆斯拥有全美最好的大

学艺术博物馆，另外据学生所说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历史和数学也非常强

大。环境学主修的学生可以在面积 2000 公亩的属于学院的 hopkins 森林中实地

作业。未来的工程师也可以参加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或者华盛顿圣路易斯大学的

3+2 项目。“罗曼语系的语言项目差的臭名昭著”一位学生说，“很明显在文学上

的教学还是很不错的但是在语言方面就不是那么好了。” 



 
电话：010-82608919  www.lasedu.com  邮箱：liuxinjuan@lasedu.com 

 
 

 14 / 130 
 

 

这里的学术环境无疑对学生们来说是吃力的，但是“很令人震惊的是这里并不是

那么竞争激烈,”一位主修哲学的学生说道。“学生们不管在课堂里还是课堂外都

很有合作精神，很乐于助人，”另一位学生附和道。威廉姆斯只有两个很小的研

究生部门：艺术史和发展经济学。所以研究生学生非常的少，你永远不会看到他

们在讲台上给你上课。“这里的教授不仅聪明、有天分，还特别在乎学生的心情

感受、努力让自己能成为一名厉害的教师。”一位大二学生说，教授们回复邮件

的速度都很快，甚至会邀请学生参加非正式的聚会和家庭聚餐。对于学术方面的

咨询人员，学校也有固定的津贴来报销他们和学生外出用餐聚会的费用。 

 

关于就业问题，学校的职业咨询办公室让学生们便捷的得到各种关于人和项目的

信息，所以学生们可以指定有效率的后毕业计划。该办公室根据各个学科和职业

领域划分分类就业实习信息。学校也会安排学生跟不同职业的校友们讨论职场生

活，初步了解他们所感兴趣的工作。另外，学校也提供在校园为学生同各种公司

和研究生院面试的机会。学校也提供一个全面的数据库包括上千个各种实习和工

作的机会供学生查阅。 

 

开朗、热情、能量充沛和消息灵通是威廉姆斯学生的典型特点。“这里的学生都

很棒。”一位学生说，“我认识可以读拉丁文版哈利波特的、可以把饶舌歌曲翻译

成阿拉伯语的、能完美的在钢琴上视奏歌曲 Rocket Man 的人。”非洲裔美国人

占学生总数的百分之十，亚裔美国人占百分之十一，拉丁裔占百分之九。政治方

面来讲，威廉姆斯学院的整体气氛是非常自由的。学生们关注“环境、同性恋的

权利、苏丹达富尔问题和食品安全等问题。”这里没有运动员或者荣誉奖学金。

在这样一所学费高昂的学校，学校承诺满足每一位被录取学生的需求并减少了贷

款在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的奖学金中的比例，某些情况下甚至为零。 

 

大部分学生四年都会居住在宿舍里，因为学校可以保证他们的床位，也因为只有

大四学生可以搬出去。有一些幸运的大一学生甚至可以被分配到宿舍中宽敞的单

人间。其中一栋宿舍是由一栋美丽的酒店改装而成的。“宿舍非常的出色。”一位

主修化学的学生说道，他也提到宿舍每天都被清扫、维护的很好。大一新生在一

个由二十多位新生和一位大三指导员组成的集体里。指导员不仅是新生的兄弟姐

妹、师傅，也是他们的传声筒。大一之后，学生们可以入住四栋为高年级生准备

的宿舍。大四学生可以选择入住小的公寓如果他们想要烹饪、过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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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会和姐妹会在 60 年代就被废除了，但是这些都不能阻挡这里的学生疯狂派

对。“这里的社交活动在校园的各处发生，”一位学生说，“校园周围非常的村，

附近没有任何的酒吧、夜店或者可以去派对的地方。”喝酒是非常受欢迎的周末

消遣活动，但是大部分学生不是被逼迫去喝酒的。学校一直在努力确保喝酒的活

动无论如何是安全的。大一入学时学生会接受有关酒精的教育。学校也规定禁止

喝酒游戏，举办超过一定规模的派对必须向学校注册，在任何有酒精的时候都一

定要同时提供不含酒精的软饮和食物，规范占地等行为。其他的规定由学校的一

个师生组成的委员会共同定夺。大部分的周末学校都有由学生运作的校园娱乐协

会组织的电影和音乐会，为了分散迷恋酒精的学生的注意力，给他们提供无酒精

的活动。最受欢迎的学校传统有冬季狂欢节、春季狂欢、丰收晚餐（据一位留着

口水的学生说到处都是牛排和龙虾）以及山峰节-在十月前三个周五的其中一个

但是具体日期一直是学院的一个秘密，这个日期只有当校长给全校发邮件通知取

消所有课、教堂的钟声从早八点想起时候才露出了庐山真面目。学生们攀爬到

Mount Greylock 顶端，在那里迎接他们的是热苹果汁和多纳圈。 

 

“学校所在的小镇是典型的新英格兰地区的小镇，”一位学生说。当学生们厌倦

了在图书馆学校，周围的山坡和小径为学生提供了滑雪、骑车和背包旅游的好场

所。镇上的主干道上有“几家我从来没去过的奇怪的服装店，一些价格昂贵的古

董店和药店，三家异国风情的餐馆” 一位政治学主修的学生说。Clark 艺术学院，

从威廉姆斯学院走路就可以到达。那里不仅有一个很棒的图书馆，还有全国最好

的雷诺阿和德加的作品收藏。这里的现代音乐中心也吸引了顶级的古典音乐家。

该艺术学院的剧院在主办夏季戏剧节，有众多百老汇明星参演。沃尔玛距学校仅

十五分钟 且车站和一个杂货店距离更近。到达纽约首府 Albany 仅需驾车一小时。

另外一个很受欢迎的地方是纽约市。（大巴、火车和驾车都是五个小时） 

 

运动在这里不止是一个课外活动，而已经成为一种宗教信仰。而且威廉姆斯每年

都可以赢得第三级别的 Sear Cup，也被称为拥有最强势运动项目的学校之一。

每次和 Amherst 的比赛都会吸引很多人来观看。毕竟 Amherst 是由一群分裂出

来的威廉姆斯的学生和一位校长在 1821建立的。男女子游泳队在全国名列前茅。

男子网球、篮球和田径队也成绩非常出色。垒球和场地冰球也非常的强大。滑雪

队非常的棒，他们在第一级别参加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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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部分特别的学生会对在威廉姆斯感到非常高兴。那些可以在学校环境中感到

愉悦，那些可以抛弃和离开城市所给予人们生理舒适的人 毫无疑问到毕业的时

候体内一定会流淌着威廉姆斯紫色的血液。“在这里你会感到很安全，有些闭塞

但是保护学生不受外界喧嚣世界的干扰。”一名中文主修的学生说道。这温暖而

毛茸茸的家可能对于别人来说是个幽闭 的地方。大体上， “埋怨很少，”一位

最近毕业的学生说，“我们爱这个学校！” 

。 

 

 

 

 

 

 

 

 

 

 

 

 

 

 

 

 

网址：http://www.williams.edu/ 

地址：Williamstown, MA 01267 

所在州：MA 马萨诸塞州 

地理位置：Small Town 小城镇 

男女比例：50/50 
 

 

热门专业 

经济学Economics 

心理学Psychology 

历史History 

政治学Political Science 

生物Biology 

艺术史Art History 

英语English 

http://www.osu.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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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arthmore College  

斯沃茨莫尔学院学院 

 

“Swat is a truly intellectual place where people love ideas with all of their hearts.” 

“I don’t know if you can graduate from Swat without being involved in at least one 

campaign!” 

 

    

不要错把 swarthmore 当成一个迷你版的常青藤学校。比起坐落于纽黑文和麻省

剑桥的两座与其相似的学校，Swat (Swarthmore College 的简称)更加充满智慧和自

由。学校的荣誉项目给予这里诸多坚强的灵魂们研究生院般的生活体验，而大部

分 swatties(这里学生的简称)都最终参与其中。 

 

Swarthmore 绿叶青葱的校园距离费城市区仅仅 11 英里，但是大部分学生通常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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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间或者不想参与这样的短途旅行。因为他们选择了在全国具有最能自我启发

的本科教育环境之一的学校。Swatties 都很机灵，努力学习，对于自己的兴趣不

拘一格。而校园生活在传言中也是非常有压力的。但是这种压力不是来自于大量

的课业，而是这些有天赋的学生们自己个人的意愿和动力。他们同时想要做很多

很多事情，从学术到社会上的抗议活动到英式橄榄球，而且他们可以做的很好。

“Swat 真的是一个充满智慧的地方，这里的人们全心全意的热爱各种想法。”一

位大四哲学专业的学生说，“但是这些都不能阻止他们拥有对激进主义的灵敏度

和疯狂派对的本领。” 

 

Swarthmore 357 公亩的校园是国家注册的植物园，以连绵的被灌木覆盖的山丘而

闻名。大部分的建筑都是拥有当地石场提供的岩石所制成的外部、某种形状的房

顶和飞檐的多层楼房，孕育着安静且学院派的氛围。校园中新建的是一座拥有

75 个床位的新宿舍，Parrish Hall 也完成了翻新，包括一个新的学生休息室。另

外一个宿舍今年也将开放。学校的体育运动设施包括一个健身中心，室内和室外

的网球场，一个任何天气都可以使用的足球，曲棍球和场地冰球的场地。 

 

Swarthmore 学生与教师的数量比例非常低：百分之八十九的课都少于 25 个学生，

所以学生们可以得到教授的特别关注。“教授们真正的在学生身上投资，”一位大

四学生说。学生们必须分别在三类课程（人文学，自然科学与工程，社会科学）

中各选三门：而且至少三门课中有两门课是在不同的部门。学生必须完成 20 门

主修课目以外的课程来证明自己的外语能力，满足体育的要求，包括一个游泳测

试。写作要求需要学生们至少从两类课程中选择三门写作课程。大一研讨会强调

学生和教授在一个研讨会形式中的互动：百分之七十由学生参与。著名的荣誉项

目的特色是小型的研讨会或独立研究、学生和教授的学术关系和大四学年末尾由

校外的考官出题的笔试和口试，但随后是庆祝宴会。大概三分之一的大三和大四

学生在通过成绩证明自己有实力完成荣誉项目之后选择参加这个项目。 

 

学校增加了可以提供荣誉课程的部门，包括艺术、表演艺术和海外学习。百分之

四十五的学生会到法国、日本、波兰、西班牙等地学习。海外学习办公室还会帮

助学生安排到其他国家的项目。学生们也可以到宾大、haverford college 和 Bryn 

Mawr College 交叉选课。一学期的交换项目可以让 swatties 到 Havey Mudd, 

Middlebury, Mills ,Pomona, Rice 和，tufts 大学学习一学期。如果学生们厌倦了终

日盯着黑板,可以选择暂时离开去进行短期的跟自己职业兴趣有关的工作，通过

学校所提供的 venture 项目。 

 

Swarthmore 的学术气氛是比较紧张，但不是竞争激烈。在教学处，没有学生的成

绩排名，而且学校非常看重的是团队合作项目。“很多课程都非常有挑战性，”一

名学生说，“但是整体上这里的学生们都互相支持和理解。的确，学校的管理层

也为了鼓励学生间友好的互帮互助精神，在宿舍和教学区周围建造了很多小型休

息室和卡布奇诺吧，甚至公开进入教职工专用休息室的密码。除了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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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arthmore 的教授也参与学生的选课咨询工作。每学期每个人都帮助一小组学生

选课。学生们也会拥有自己的“学术师傅”-他们带领你适应高中到大学的变化。 

 

由于学校贵格教会的根源，Swarthmore的学

生非常关注社会和政治问题，并且Eugene 

Lang 社会和公民责任中心让swarthmore成

为学习服务领域中的领头羊。“真心希望做

对世界有益的事情是swarthmore学生的特

性，”一位大四主修工程的学生说。学校不

仅鼓励学生尽可能对接受关于文化，种族和

社会经济的多元化等方面的教育，也让学生

真正参与决策过程，例如社会责任投资和校

内工作工资等问题。自由主义的人数大于保

守主义，但是没有政治观点上的对与错。“学

生们在社会和政治问题上非常的积极参与，”

一名大四学生说。“我认为任何swat的学生

要是在大学四年不参加一次政治活动都不

算毕业，”他开玩笑说。这些讨论也许围绕

这苏丹达尔富尔的种族屠杀问题，也许关于

伊拉克战争，也许关于工人的权利。

Swarthmore是各种各样学生温暖的家。百分

之十一是土生土长的宾州人，百分之九是非

洲裔美国人，百分之十六亚裔美国人，百分

之十西班牙裔。在大一入学教育之后所有新

生都要参加文化多样性座谈会。Swarthmore

贵格教派的根源教育学生们应该尊重和考虑他人。为了减少助学贷款对来自中等

收入家庭学生的负担，学校已经用助学金取代了所有贷款。 

 

大部分的社交活动都在校园内进行，而且一般开始的比较晚，因为学生们读书要

读到晚上十点到十一点然后出去娱乐。一年一度的活动包括原始手纸装饰图书馆

的书架，因为Scott Tissue公司的创始人既是学校的校友也是该图书馆的捐赠人之

一。另外你当然不能忽略“恶搞你的室友”的活动。室友们各结成小组且必须以

非常疯狂的举止和对方见面。 一般的活动选择包括派对、舞会、电影、表演、

音乐会等。学校里也有一个学生开的咖啡厅，每周四也有学生举办的酒吧之夜。 

 

到了要喝酒的时候，swarthmore遵守宾夕法尼州的法律规定，如果你没有满21岁

就不能喝酒。但是，一位大四学生说：“学校更注重学生的健康而不是抓住每一

个违规喝酒的年轻人。学校认为每个学生都是一个有责任的成年人，而他们也应

该对此负责。”Swarthmore的两个兄弟会吸引了百分之七的男性学生参加，但是

女生就不能参加因为没有姐妹会。兄弟会们和其他学生组织会在附近的小镇和费

城做志愿者活动。 

网址：www.swarthmore.edu 

地址：500 College Avenue, Swarthmore, PA 

19081-1397 

地理位置：Suburban 郊区 

男女比例：48/52 

热门专业 

生物Biology 

经济Economics 

英语文学English Literature 

社会学/人类学Sociology/Anthropology 

历史History 

政治学Political Science 

物理Physics 

http://www.swarthmore.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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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们抱怨的最多的就是缺少睡眠和作业太多。不学习的时候，学生们会外出做

志愿者工作或者实现一个个人的怪念头。“Swatties都很古怪。”一个大三参加荣

誉项目的历史专业学生说,”我们对自己所做的事情充满热忱，不管是迷你高尔夫，

不管是学习阿拉斯加濒危消失的语言或者研究佛吉尼亚十七世纪的天使大教堂。

Swatties学习不是因为想要得高分或者在班里成为第一名，而是因为他们想要学

习。”Swarthmore 所在的村庄被成为“Ville”,拥有一些商店、一家披萨店和一家

中餐馆。这里的环境孕育了一个安全和舒适的氛围但是学生们也反映在镇上没有

什么社交活动或有意思的事情可以做。所以，学生们搭乘火车到费城，那里，众

多诱惑在等着他们，包括音乐会，夜店，博物馆和四个专业的球队。King of Prussia

购物中心拥有很多很多商店和一个电影院，也离得不远。 

 

Swarthmore的焦点在学术上，所以运动队并不是特别出色。学校取消了橄榄球项

目因为学校不想为了招足够的运动员去参加日益竞争激烈的第三级别比赛而放

弃招募有很多其他特长和天赋的学生。然而学校还是致力于提升运动队的水平和

增强相关设施的建设。女生的运动项目才是真正的强项。游泳、垒球、曲棍球和

网球曾给学校带来了不少区域和国家冠军。任何战胜宿敌haverford的比赛都会引

起swatties非常膨胀的骄傲。校内运动也非常受欢迎。其中每年英式橄榄球队有大

型募款活动。运动员们在学校的行政楼里飞奔，围观者们-包括管理人员和教师

都会拿着钱让他们抓走。Crum regetta中学生们自己造船放到附近的小溪中-这是

swat对美洲杯帆船赛的回应。 

 

Swarthmore是一个管理层绝对支持学生且学生在很多问题上都有发言权的学校，

例如雇佣新的教师和出台全校普及的新方针。如果你希望在课余时间也可以积极

参与各种学术以外的活动，这里绝对是对的地方。“Swarthmore会想你展示你到

底能够实现多少。”一个学生说，“第二年也许你就在建立一些组织或者组建一个

委员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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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lesley College  

卫斯理学院 

 

 

 

 

 

 

 

“Wellesley creates strong, smart, confident women. Who doesn’t want that?” 

 

    
没有什么能比坐落于波士顿外围，风景如明信片般完美的校园更加的吸引人。这

一点以及出色的经济和自然科学部门也让卫斯理女子学校始终处在顶级女子学

院的最前列。将近四分之一的学生是亚裔美国人，这个比例在东海岸的各校中相

当高。 

 

卫斯理不仅仅是全国最好的女子学院---她也是全国最好的大学之一。由于拥有诸

多强势校友比如希拉里克林顿，宋美龄，玛德莱娜·奥尔布莱特，黛安·索耶等，

如果你决定选择女子学院，卫斯理绝对在你的选择中排名第一。卫斯理的女生不

管选择哪个领域都可以非常出色，甚至包括长久以来男性一直镇守的堡垒：经济

和科学领域。“卫斯理创造强势，聪慧和自信的女性,”一位英语专业的学生说道，

“谁不渴望成为这样的女性呢？” 

 

栖居在波士顿郊区的美丽的卫斯理校园占据了五百公亩的耕地和自然土地，包括

waban 湖。校园的建筑拥有从哥特风格（拥有石塔和砖制的四边形方院子）到各

种体育，科学和艺术设施。一座 22 公亩的植物园拥有很多种植物。 

 

因为拥有超多的投入和丰富的设施，卫斯理可以为你提供顶级的教育体验。最受

欢迎的学科是心理、英文、政治学、国际关系，即使经济学科最著名的强势学科

之一。事实上，卫斯理制造了全国所有的顶尖女性经济学家。学习分子生物学的

学生们与教授们共同做DNA科研项目，高科技科学中心储备了两座电子显微镜，

两台核磁共振波谱仪，超离心机，激光器，以及很多这样的其他仪器。一个社会

科学楼的全面革新为教学楼添加了视频会议器材，机房，和研究设施。“很难说

哪个部门是最好的，”一位心理主修的学生沉思着，“因为我认为每个学科都各有

千秋。” 

 

Ruth Nagel Jones 剧院为各种戏剧实验和舞台表演提供展示的空间。Davis 博物馆

 

 

 



 
电话：010-82608919  www.lasedu.com  邮箱：liuxinjuan@lasedu.com 

 
 

 29 / 130 
 

及文化中心拥有 11 所艺术画廊，一座电影院和一家咖啡厅。卫斯理的学生会从

学校的教学博物馆和拥有超过上百万册图书的图书馆大大的获益。五座图书馆也

有可以在校园外可以登录的图书馆查询系统。任何卫斯理的女生认为在学校找不

到的设施或者课程，都可以在与其拥有完全交叉选课特权的麻省理工学院找到。

卫斯理的学生也可以在布兰迪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巴布森商学院

（babson college）,附近的 olin 工程学院选课，或者参加在位于亚特兰大的

spelman 学院或者加州的 Mills college 的交换项目。 

 

卫斯理有学科分布要求：在包括语言，文学，视觉艺术，音乐，戏剧，电影和媒

体视频中选择三个学分的课程，在社会和行为分析类课程中选择一个学分的课，

在认知论和认知学，宗教，道德，道德哲学和历史研究中选择两个学分的课，在

自然和人体科学，数学建模和解题等课程中选择两个学分的课。除此之外，学生

必须在上大一写作课，一门外语，和一门关于多元文化的课程。学术在卫斯理被

十分严肃的对待。“虽然学生们一般只上四门课，但是这些课需要花很多时间去

学习，”一位学生解释道。教授们都非常受尊敬，并且很容易通过邮件，语音留

言和办公室时间，约见等方式与他们对话。“这里的教学质量无敌了，”一位学生

坦白说，“教授们在卫斯理因为他们热爱教育，教学。” 

 

各种私人的资金捐助让卫斯理有实力开设其他很有新意的项目,包括高水平自然

学科学生参加的独立研究指导，学生教授共同参加的研究项目。学生们可以参加

十二校交换项目，包括国家戏剧学院和海洋学研究项目或者她们也可以选择通过

卫斯理最近新开发的国际项目到国外游学，以及华盛顿特区的夏季实习项目。 

 

在这里的荣誉系统管理下，学生可以在无人监考的情况下在期末考试周的任何时

间考试。课一般规模都很小（平均每班 18-23 人）。大一新生和高年级的女生们

都会有自己的选课顾问。一年级学生也会有一名教导主任为她们提供更多的选课

建议和解答其他学术方面的问题。“这里很多很好的资讯资源，但是学生们需要

自己把它们找出来，“一位大二学生说。 

 

“一群学生坐在一起用晚餐并讨论柏拉图并非异闻，”一位大四学生解释道，“有

时候我也希望大家放松一点，聊点最新一集的真人秀节目。”将近百分之五十的

卫斯理学生属于少数种族。虽然大部分人都来自美国东北部地区（仅百分之十六

来自马萨诸萨州内），这里更有来自美国每个州的甚至来自全世界 75 个国家的学

生。百分之七十八的学生在高中时代位列年级前十。不管她们有什么样的背景，

所有学生都有“对知识的好奇心和扩展现有知识的热忱”，一位音乐主修的学生

说。教授和学生们之间的多样性是学校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一位大二学生反映：

学生们大多非常自由。卫斯理已经取消了家庭年收入少于六万美金的学生们奖学

金中的贷款部分，取而代之的是其他形式的奖学金。 

 

可以说卫斯理学院的宿舍生活至少走在其他学校的前面的。事实上所有的学生都

在学校的宿舍里居住。这里的宿舍被描述为：完美无缺。宿舍楼特有的是挑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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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室，硬木地板，壁炉，电脑，镭射打印机，电视设备，可以走进去的壁橱，烹

饪器材包括微波炉，甚至还有三角钢琴。所有宿舍每五年翻新一次因此所有设施

都保持的很好，一位学生说，“宿舍绝对迷人而且没有任何两个房间看上去一样。”

所有宿舍都禁止吸烟。没有宿舍是专门给大一新生的—所有年级的学生在所有层

居住。每个宿舍都居住着学生指导。这些学生，也叫 APT 顾问，经过特别科目的

训练，比如时间管理和学习方法。一般大三和大四学生可以保证有单人间。另外

有两个组织也提供住房的选择，其中一个有女权主义倾向。饭卡在六个食堂和零

食小卖部（有从牛奶到面粉到 Twinkies 都有）都通用。“这里的食物非常不错。”

一位学生反映。 

 

到了周末的玩乐时间，卫斯理处

于优势地位。只需半小时的路程，

卫斯理的学生就可以到达波士

顿与其他学生共同娱乐-特别是

和来自哈佛和麻省理工的男性

学生。学生们可以乘坐学校的平

时和周末每小时一班的班车到

达剑桥地区的哈佛广场，麻省理

工的兄弟会派对，很多爵士俱乐

部。学生们也可以走路到离学校

很近的一座火车站乘坐火车到

达剑桥。“在校园内的社交生活

相对安静，”一位心理主修的学生说。Cod 海岬，普罗维登斯，佛蒙特和新罕布

什尔州的滑雪场，如果开车的话都是非常近的。 

 

卫斯理所在的小镇是一个没有很多娱乐设施的波士顿郊区的富人地区。“做好心

理准备，”一位学生提醒道，“卫斯理是一个充满富人的自负的小镇。”虽然镇上

相对无聊，但是校园中心有一个新开的学生运作的酒吧。当有酒精的时候校警会

检查学生们的身份证。Lulu Chow 

Wang 校园中心，被人爱称为 lulu 是夜晚和白天活动的集中中心。学生们喜欢去

学生开的咖啡厅，学校的咖啡屋，品品茶，分享一碗冻酸奶或者一个巧克力牛角

面包。卫斯理为姐妹会们准备的最近的东西也就是这里充满艺术，音乐，文学，

莎士比亚有关活动和其他讲座的社区了。 这些姐妹会也举办派对。 

 

卫斯理有很多传统，但是最深得人心的是 Flower Sunday, Step-sing(全校的人在礼

堂的台阶上一起唱歌。)，大二植树活动和大三的表演活动，春季周末（有很著

名的乐队和搞笑明星），大四学生毕业时的滚圈比赛。赢得比赛的人是将是整个

年级第一个实现自己不管是什么愿望的人。当其他学生把她扔到湖里，她将有一

个光明的开始。说到湖，学生们便提起一个非官方的传统，湖节：在课之间学生

们会在临近湖的草坪上举办狂欢活动。 

 

网址：http://www.wellesley.edu/ 

地址：Wellesley, MA 02481 

所在州：MA 马萨诸塞州 

地理位置：Suburban 郊区 

男女比例：0/100 
 

http://www.osu.edu/


 
电话：010-82608919  www.lasedu.com  邮箱：liuxinjuan@lasedu.com 

 
 

 31 / 130 
 

很多学生能平衡自己在学术及运动队和俱乐部活动之间的时间与精力分配。曲棍

球，垒球，游泳和网球是最强的校队项目。场地冰球，足球和排球也很厉害。

Nannerl Keohane健身中心拥有奥运会型号的游泳池，壁球，短网拍墙球，网球

的场地，练舞房，器械房，和室内跑道。哈佛的Charles crew 

race和波士顿马拉松的比赛中，卫斯理学生的尖叫令人印

象深刻，而她们也是在用这种受欢迎的观众运动与运动

员分享荣耀。卫斯理的运动宿敌是史密斯学院，另外一

个七姐妹成员。 

 

提到学术，卫斯理的学生会严肃起来。她们的学校在跟

前三名的文理学院较劲儿。大部分学生十分享受这些传

统活动，欣赏这里慵懒的沉思氛围，但是你们也要知道

她们会统领她们所进入的任何职业领域。“这里对于一个

个体，一名学生或者一位女士的成长来说都是一个极好

的地方。” 

 

 

 

 

 

 

 

 

 

 

 

 

 

 

 

 

 

 

热门专业 

经济学Economics 

政治学Political Science 

心理学Psychology 

英语English 

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 

神经科学Neuro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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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ddlebury College  

明德学院 

    
明德学院是近年小型文理学院中申请人数激增的一所学校之一。学生们大多被明

德美丽的山中风景和强大的热门专业课程--比如国际关系学和环境科学，所吸引。

它的夏季语言课程世界闻名。 

 

明德学院的昵称—明德俱乐部，可能会让人觉得这里的校园生活闲适充满娱乐，

但是学校严格的课业重负会让你的大学四年远离假期。拥有如诗如画的日落风景,

出色的滑雪场地，对环境科学、第二语言或第三语言感兴趣的学生，对于充满智

慧和活力的学生们和对学生-教授惺惺相惜的亲密的社区环境感兴趣的学生们，

佛蒙特州的田园风光的明德学院宛如天堂。“准备好努力学习，”一位大四学生警

告道，“但是当每年的情况变得更好的时候你也要准备好享受幸福时光。” 

 

学校 350 英亩的主校园俯瞰了整个明德小镇。大三的学生称明德小镇是小巧、复

古的拥有六千人口和五个路口的佛蒙特小镇。1800 英亩的山峦校园，也是 Bread 

Loaf 英文学校的所在地，Bread Loaf 作家会议以及学院的 Snow Bowl 也在附近。

古老的甬道穿越了整个校园。而其中建筑简单的线条和棱棱角角的形状也仿佛唤

醒了早期新英格兰时期的磨坊。（学校建立于 1800 年）。大理石和石灰石制的教

学楼和宿舍楼形成了一个四边形，并且以能看到 Adirondacks 和  Green 

Mountains 著称。一座新建的艺术图书馆于 2005 年开放。 

 

每年的六月到八月，明德校园将把英语驱逐出境：上百名学生在他们所选择的外

语环境中生活、学习甚至思考。有的学生会穿着写着“这里禁止说英语的”T 恤

衫。当然这里的语言教学部门在学年当中也会延续他们优秀的教学水平，尤其是

德语、中文和日语。学生反映西班牙语和法语的课程没有那三门那么出色。学校

没有对外语的要求，只是所有学生都学一门外语，受益于明德遍布法国、德国、

意大利、西班牙、俄国、墨西哥、巴西、阿根廷、智利、中国和乌拉圭等地方的

分校。事实上，学校中一半以上的主修课程都隶属于国际关系学。学校也是威廉

姆斯学院海洋项目的成员之一，一共有九十个海外学习项目被学校认可。百分之

六十的大三学生选择参加这些项目。明德其他炫目的学科包括英语（学校最受欢

迎的主修之一，通过它与 bread loaf 作家会议的联系支持这个部门）、经济和心理。 

 

“这里的课当然有很多作业，”一名大二学生说，“但是如果你有计划的做事情，

这不会是个问题。”明德的孩子必须上一个以讨论为基础，有很多写作任务，每

班只有 15-18 人的大一研讨会，这门课的教师负责为所有上课的学生提供咨询直

到他们确定自己的专业。大二结束之前，学生必须完成第二门写作任务繁重的课

程。除了要完成 10-16 学分的专业课程，学生也必须完成七到八个不同学科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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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文学，艺术，哲学与宗教，历史，人体和生命科学，逻辑分析，社会分析和

外语。学生们也需要上四门文化和文明的课程和两个不算成绩只算学分的体育课。

正因为有了这些要求，学生们和各种教师们才这么亲近。“大部分教授都是超级

出色的，”一位大二学生说，“他们非常善解人意并且乐于与学生会面。”据学生

说，小型的班级和教授对每个学生的关注是这里的特色。 

 

82%的学生以前十名的成绩从高中毕业。有色人种在学生中占 17%：9%的亚裔美

国人，6%的西班牙后裔以及 3%的非裔美国人。总体来说，学生们“很友好而且

更愿意跟随自己的兴趣即使这不一定是好的就业选择”一位主修艺术史的学生说。

国际生占 10%。整个校园对于政治和热门问题比如种族关系和环境问题有一些左

倾。学校与纽约市 Posse 基金会的伙伴关系每年为明德带来十名市内的学生。缺

少停车位，课业繁重，没有什么社交活动和这里阴冷的天气是通常会有的抱怨。

这里没有荣誉或者运动员奖学金。 

 

很少的明德学生住在校外（仅仅 3%），因为学费包括住房费用且保证四年都有地

方住。各种各样宫殿般的男女混住宿舍提供套间，也有学校群体拥有的社交宿舍，

环保房（所有住户自己做饭），学术兴趣楼，以及其他各种房屋。现在一个无烟

无酒的社交宿舍也有空位。高年级学生的房屋是由一个摇号活动根据年长程度划

分的。大二学生说这个系统很混乱但很精妙。一位大一学生反映这里的宿舍非常

好，而且宿舍水平每年都显著提高。订餐计划可以在五个食堂使用。这些食堂食

物和装饰都得到称赞。“每个食堂都很不同，你每天可以在网上看到菜单”一位

大二学生说。 

 

明德的学生周末玩儿的跟他们平时学习一样多，虽然一位学生说“校园内的社交

活动减少了。”住在学校内的人仍然可以享受校内的舞会、戏剧表演、舞蹈表演、

或者吸引 9%的学生参加的兄弟会姐妹会房屋中举办的派对。酒精在宿舍中被禁

止但是在派对中是可以出现的，但是学生们必须注册而且举办人必须同时提供食

物和无酒精的软饮。即使有这些规定，经常有没有到 21 岁的学生喝酒。一位大

二学生甚至说“你得再被抓三次以后才真正的有麻烦。” 

 

在校园以外，明德小镇是“一座典型的新英格兰小镇，仿佛从诺曼.洛克威尔的

画作中走出，与学校联系很紧密。”镇上有各种必需场所比如快餐店、杂货店、

药店、五金店、服装店但是小镇的管理层更多给学生们带来的是文化和娱乐。二

月是非常阴森的月份因为雪来的早走得晚，所以公路旅行很受欢迎。前卫的城市

伯灵顿距学校仅有 45 分钟的路程，蒙特利尔驾车只需 3 小时，波士顿 4 小时，

纽约 5 小时。学校自己的 snow bowl 每一季只要一百美金的价格。邻近大部分佛

蒙特滑雪山坡的地理位置让这里成为滑雪爱好者的天堂，也是其中一个明德学院

吸引大量人申请的原因。“我们喜欢户外运动，也时常呆在户外，不管天气怎样。”

一位大二学生说。 

 

明德运动队吸引了很多疯狂粉丝，尤其是为他们强大的男子女子冰球第三级别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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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wich 的比赛加油的时候。Norwith 的大部分成员都在当地参加训练。学校自

1995 年至今获得过超过两打国家级奖项包括男子和女子 05-06 年的冰球冠军。学

生也很积极地参加校内运动的项目，比如足球、曲棍球、橄榄球、篮球和垒球等

项目就相当受欢迎。也许最具规模的户外活动就是历时三天的冬季狂欢节了-这

是一个一年一度的盛典，包括派对、文化活动、全校的舞会、运动比赛、雪雕和

户外溜冰场的滑冰活动。镇上的人们也支持学校的冰球运动，为了回报，学生们

通过志愿活动帮助男女老少和当地学校。“社区服务是我们生活中很大的一部分。”

一位大四学生说。 

 

学生们都见证了近些年明德校园表面的变化，也看着学校一步一步变得更加强大

和有竞争力。当然这里始终没有改变的是“出色的学术水平和众多课外活动机会

的结合。”一位大二学生提到。“我们是一个小小的文理学院，很注重每个人的个

性发展，”这位大二学生说，“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性格，在这里你都会找到你的小

天地的。” 

 

 

网址：http://www.middlebury.edu/ 

地址：Middlebury, VT 05753 

所在州：VT 佛蒙特州 

地理位置：Small Town 小城镇 

男女比例：48/52 

 

热门专业 

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 

环境科学Environmental Studies 

生物学Biology 

英语/文学English/Literary Studies 

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Studies 

舞蹈和戏剧Dance and Theater 

电影和媒体文化Film and Media Culture 

语言学Languages 

http://www.middlebury.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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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wdoin College  

鲍登学院 

 

 

 

 

 

 

 

 

 

“I am continuously amazed at the intelligence and passion of  professors at Bowdoin.” 

“Bowdoin students have a reputation as being all about humanities, but the hard 

sciences definitely have a good reputation on campus.” 

    
 

与 Williams, Amherst, Wesleyan 一样都拥有极好的文理教育名声，鲍登学院拥有

强劲的理科课程，并且户外活动狂热者可以受益于学校与 Atlantic coast 十分近的

距离。学校面积虽然小于其他竞争对手，但是这里学生之间的竞争也没那么激烈。 

 

两个世纪以来，鲍登学院一直尝试让自然、艺术、友谊在学生的学习生涯中融为

一体。毕竟这里是伟大的美国诗人 Longfellow 和 Hawthorne 的母校。事实上，

新生入学的时候他们会在 Hawthorne 当年的书桌上的一本书上签名。虽然新英格

兰的冬天是难熬的（“请准备好经历一个漫长而冰冷的冬天，”一位大三学生提醒

道。），学生很快就会发现这里出色的食物和超越界限的友谊让整个校园温暖又友

好。简短的说，“鲍登学院是一个充满人文的地方，”一位大四学生说。 

 

鲍登学院面积 205 公亩的校园坐落于缅因州的 Brunswick，本州最大的小镇。在

松树林海中若隐若现的便是学校的运动场地和从德国浪漫主义、殖民、中世纪和

新古典主义风格到新乔治国王风格、现代和后现代风格的 124 座建筑物。从前兄

弟会使用的房子在兄弟会被取消后，现在被学术和管理部门的办公室占据。新添

的建筑是耗资 1500 万美元的 Studzinski 音乐厅，一个拥有 280 个坐席的，国家最

先进的音乐表演和排练场所。 

 

为了毕业，鲍登学院的学生必须完成 32 门课程，其中在自然科学、数学以及社

会和行为科学、人文和艺术中各至少有一门，再加上一门必须的有关表演或者视

觉艺术的课程。新的课程分布要求强调了二十一世纪文理教育中重要的问题，包

括了探索社会分歧，数学计算机及统计学中的推理和逻辑，国际视角。大一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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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选择上一个研讨会，每班 16 人，强调阅读和写作：近期的主题有犯罪电影

和文化差异、古巴革命、艺术中的经济。强势的学术方面有生物，化学和环境学。

鲍登学院也提供在极地的研究课程（学校的吉祥物就是一只北极熊），以及位于

加拿大 Kent Island 科考站的极地的考古研究项目。读医学预科的学生都会体验

到顶尖的实验仪器，接触杰出的教授。微观有机化学这个学科便是在这里产生。 

学生们也赞美艺术史部门和英语部门。经济和政治学也是非常受欢迎的学科，它

们拥有最多的注册人数，当然也是名副其实。“鲍登学院的学生虽然有侧重人文

学科的名声，”一位大三学生解释道，“但是理科当然是有相当好的名声的。”新

添加的主修课程包括拉丁美洲研究、欧亚和东欧研究、英语和戏剧。学校也正在

逐步提升对学习服务意识的强调；多于一半的学生选择将所学的知识用于课外实

践，服务社区。本科研究学习也是一定要参加的，很多大三大四学生都完成与教

授一起的独立自主研究项目，然后把他们的研究成果发表在专业杂志上。 

 

所有教授都教授本科课程，因为这里没有研究生，没有助教教课，教授的教课水

平得到了极多的称赞。“我们总说鲍登学院是一个大家庭，”一位大四学生说，“当

我们知道我们教授的性格和质量时这一点得到了印证。”我不断的为这里教授的

激情和智慧感到惊讶，”一位大三学生附和道，“他们知道他们所教授的东西，爱

它们并且也让你爱上它们。”最近在评分标准上加上的加减系统让这里的竞争气

氛更加激烈。“学生们对课程都非常的严肃对待，”一位英文主修学生说，而且这

些课都 “很困难。” 

 

开学之前，75%即将入学的学生会参加学前的远足、独木舟、海中皮艇活动。这

些活动让学生们熟悉彼此和缅因州的风景。如果学生对这种户外活动不是特别感

兴趣，可以参加在 Brunswick 小镇的社区服务活动。入学前所有学生也都读同一

本书，在分享同一个学术体验中开始新的学年。 

 

12%的学生来自缅因州之外，大部分都是努力学习，喜欢玩乐和运动的类型。“学

生的组成在最近四年变化很大，”一位大四学生说，“一般学校有很多来自波士顿

城外的中上等经济阶级家庭的学生，但是现在学校的新生有更多的经济水平，种

族，民族和地区的多样性。”非裔美国人占 5%，西班牙裔 7%，亚裔美国人占 12%。

“鲍登学院的学生不可思议的在很多方面做出了努力，”一位大三学生说。学校

是第一所美国大学将 SAT 作为录取过程的选择性参考（不是必须考），改变了学

生们努力的重心。平均一千美金的荣誉奖学金为足够优秀的学生准备；这里没有

运动员奖学金。另外，鲍登学院已经在奖学金里取消了贷款部分，取而代之的是

补助金。 

 

“我们在很多方面都被溺爱，”一位大三学生说，“特别是住房方面。”93%的学

生住在学校宿舍里。大一学生通常在一间有两个房间的三人间内开始他们的大学

生涯。（如果你足够幸运，或许会分到两个房间的双人间。）“所以你永远不会因

为你的室友半夜三点还在键盘上飞速敲打论文而睡不着觉，”一位化学专业的学

生说。大一过后，住房由摇号决定，但是一些社区组织成员可以有单独的宿舍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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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这些社团取代了曾经的兄弟会和姐妹会，成员可以不用摇号。高年级学生可

以选择四个房间的四人间。食堂的服务和菜品也得到学生的交口称赞。学生们也

热爱学年开始的烤龙虾，素食主义者也对他们拥有的选择非常高兴。“伙食太棒

了！”一位英语主修的学生赞不绝口，“两个食堂

都种类丰富，十分人性化。” 

 

兄弟会和姐妹会已经被取代了很久了，学校的社

交活动主要围绕在两个群体中：运动队和社交宿

舍。“学校也给学生提供全校范围的娱乐活动，

比如邀请催眠师，乐队和笑星等，”一位大四学

生说，“并且在那些社交宿舍里每周末也都有至

少一个对所有学生开放的派对。”所有派对和酒

精都必须通过学校的注册，虽然很多学生反映 21

岁以下饮酒的现象是发生的，但是并不常见。学

生们每年都期待回学校团聚，BearAIDS 慈善音乐

会，常青藤周末—在春季期末考试前的最后狂欢。

最后的一个项目是庆祝鲍登学院没有参加常青

藤，在广场上有乐队表演和游戏项目。 

 

一位学生说 Brunswick(拥有人口 21，000) “非常

的古朴，为鲍登学院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环境。”

只要找辆车就可以十五分钟从学校到达 Freeport Outlets(包括 L.L.Bean’s 24/7工厂

店)，或者干脆到 Portland 进行短途旅行，体验在校外的一晚。校车会带学生去

三个小时距离的波士顿，喜欢滑雪的人会找到离学校更近的去处。Habitat for 

Humanity 和各种教学类的项目在当地居民和学生间建立了桥梁。如果有人觉得

身心疲惫，可以在一百多个国家中选择一个到海外学习，包括温暖的地方比如厄

瓜多尔（在那里的待遇与新英格兰的严冬相比简直太温暖了）。50%学生参加这

个项目。 

 

虽然“冗长的冬天不招人喜欢，”一位大四学生说，“但是它突出了学校的精神，

在任何与 Colby 的体育比赛中—特别是冰球比赛，非常激动人心。”“两队的抗争

非常激烈，”一位学生物的学生说，“加油的口号很响亮，甚至有死鱼飞到冰上。”

Bowdoin 熊在新英格兰小型学院的第三级别中比赛，并且学生们“不惜变黑”去

支持校队，在观看比赛的时候身着全黑。女子篮球非常强大，已经拿过很多次

NESCAC 的冠军，女子曲棍球在 06-07 赛季拿过 NESCAC 冠军。学生在校内运动项

目中占主导地位，百分之七十的学生参加学生组织和 Bowdoin 户外俱乐部组织的

娱乐活动。 

 

户外型学生和那些可以在寒冷中勇敢坚强的人们最终会在这个学生和教授关系

很容易相处的学校寻找到属于这里的温暖和学术小天地。“能跟我的教授交朋友

是我一生都要珍惜的财富，”一名艺术史学生说。对于所有正在考虑选择这所学

Website: www.bowdoin.edu 

地理位置：Midsize town 中等城镇 

男女比例：49/51 

地址：Brunswick, ME 04011 

热门专业 

自然科学Natural Sciences 

古典学Classics 

德语German 

人类学Anthropology 

经济学Economics 

英语English 

政治学Government 

环境学Environmental Studies 

http://www.bowdoin.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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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的人来说，一位大四学生提供了一个评价：“这里的教育和机会绝对超出你的

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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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mona College  

波莫纳学院 

 

 

 

 

 

 

 

 

 

 

“We do not have graduate students or TAs teaching class.” 

“Cooperation, not competition, is the mantra here.” 

 

    
 

波莫纳学院，美国西海岸一所东海岸风格的文理学院，提供学生双倍的教学资源

-除了自己以外还有其他 Claremont 学院的支持。坐落在距离洛杉矶市区一小时

的地理位置是非常理想的，除了每年温暖的时候这个地区上空飘荡着令人窒息的

烟。 

 

波莫纳学院坐落于浮华魅惑的好莱坞世界以东 35 英里的地方，无可争议的是

Claremount 学院联盟中最耀眼的明星，当然在全国范围来讲也是一所非常顶尖

的小型文理学院。这座小巧，精英的学院是西部最好的文理学院，并且它媒体方

面的学科（电影和电视）是最顶尖的。但是学校出众的名声并不使这里友好的学

生们引以为傲。“波莫纳学院的学生对各种各样的人都很欢迎—波莫纳学院以它

的多元化的社区为傲。” 

 

这里的建筑风格分别被描述为：西班牙地中海风格，伪意大利风格或者如一位大

二学生所说：“东北部常青藤和西部现代风格的完美结合。”管理层所在建筑

-Alexander Hall 被描述为“有地中海影响的后现代风格”。人们也注意到有一些灰

瓦红顶的建筑物在绿色常青藤中藏匿着，也有桉树、峡谷橡树及有时候被花朵包

围的秘密小院儿。由于它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优美的风景，好莱坞很多电影的学校

场景都在 pomona 取景。新建的房子有 Smith 校园中心，提供了室外和室内的休

息空间。 

 

生物学，经济学，政治学，英文和历史是最受欢迎的主修学科。虽然没有规定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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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上哪个部门的课，但是毕业之前每个学生必须在以下五个领域中各选一门课：

创意表达，社会组织和行为，历史价值及种族文化研究，物理和生物科学，数学

推理。批判质疑研讨会通过类似于“与我们基因共同生活”，“企鹅，北极熊，人

和政治”等主题强调令人深思的阅读、逻辑思维和优美的写作。学生必须完成一

定的外语课和体育课。 

 

波莫纳学院的教育资源很丰富，学生可以申请在 swarthmore 或者 colby 学习一

学期，或者参加与加州理工合作的工程 3+2 的项目，或者在华盛顿特区为一位国

会议员工作一学期。大约一半的学生得益于海外学习项目，到 24 个国家留学，

也有很多人参加 Oldenborg Center 的关于六种文化和语言的项目。夏季研究项目

为学生提供与一位教师共同参与一个项目研究的机会。 

 

波莫纳学院的课程很有挑战性。“课很难，学术很有挑战性，”一名大三学生说。

一位大一学生附和道，“合作，而不是竞争，是这里的核心。”学生们经常为了在

紧凑的课程中互相帮助提高，形成学习小组。一位本科学生估算学生一周大概在

课外学习上花 20 到 30 个小时。 

 

Pomona 的课堂规模很小—平均每班 14 人—而且很容易接近老师。教授在他们

的家里举办小课的现象并不是不常见。“Pomona 的教授都很阳光，很有激情，

也都是他们所涉及领域很受尊敬的领军人物，”一位学生说。学校有一个非常受

欢迎的“带你的教授去吃午饭”项目。学生们如果带一个教授去吃饭则可以不

用花钱， 甚至有一位教授在那里公开向所有感兴趣的

人教授有氧健身操。 

 

更好的是“我们没有研究生或者助教来教课，”一位大四学生说，“因此学生没

有必要等到他们成为高年级学生再享受和教授们交流学校的美妙经历。” 

 

波莫纳学院的学生大多“高成就，自信，口才好并且有自由的政治观点，”一名

大四学生说，“你可以找到运动类型的学生，非常有艺术气息的同僚，电脑奇才，

有天分的音乐家，喜欢每天派对的人或者喜欢周末学习的人。”34%的人来自加

州，来自东海岸的人数正在增加。波莫纳学院以其多元化的学生组成为傲：8%

的非洲裔美国人，11%的西班牙裔，14%的亚裔美国人，校园中自由观点和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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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的比例是相当健康适中的，虽然左翼，尤其是女权主义者呼声更高。一个很

有意思的学生表达观点的方法就是在 Walker 墙上喷绘。任何人都可以在上面画

上任何想要传达的信息，上面经常有讨论性的信息和骂人的话。学生政府运作很

积极而且他们的宗旨是尊重学生的观点。学校没有荣誉奖学金和运动员奖学金，

但是经济有困难的学生可以获得 Questbridge 合作的助学金。 

 

波莫纳学院申请过程中不看学生的奖学金需求，录取之后保证满足所有需求，并

且取消了奖学金中的贷款部分来减少家庭负担。录取办公室也希望能找到拥有特

殊才能的人，甚至能为这些奇才放弃标准化考试及学校成绩的门槛。五天的新生

入学教育把学生们分为 6-12 人的小队，没对由一位大二学生带领。“为了帮助新

生融入大学的环境，我们提供各方面的支持，”一位大四学生说。 

 

大部分学生（98%）大学四年都在校内宿舍居住。宿舍都是男女混住，学生自我

管理，并被分成两个不同的群体。南校区像家庭一般，非常宁静，提供面积很宽

裕的房间。北校区虽然房间小一点但是社交活动更活跃。“Pomona 的宿舍宛如

宫殿，”一名学生说道。开阔的院子和花园是很受欢迎的学习地点。节省的学生

都把自己禁足于 Claremount 的领地中因为在外

面租房子不仅很难找还很贵。住校的人必须至少

买“部分用餐计划”。食物很棒，每周六都有牛

排，每天都有冰激凌作为甜点。拥有相同兴趣的

学生可以占领一个 university house，这里有一个

素食主义团体和一个犹太清真厨房，也对来用餐

的其他学生开放。波莫纳学院拥有很完备的语言

宿舍，分成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俄语和中文，也有

语言午餐。学生一般在学校都很有安全感。“最

坏的情况是自行车被偷，”一位大三学生说，“我

们在一个美丽的郊区地区，所以没有太多犯罪的

问题出现。” 

 

每周五下午大多数学生选择和三五个好友喝杯

茶，在希腊剧院消磨时光。社交活动在各宿舍开

始，人们举行各种烧烤，派对和学习茶歇。每周

有五个晚上有电影放映，或者学生们就在草坪上

扔扔飞盘。一位学生希望所有的新生和转学生都

知道 “Coop’s”(学生联盟)“拥有密西西比西

部最好的奶昔”，和拥有水池，乒乓球，弹球和

各种电视游戏的游戏室。“我很欣赏五校联盟所带来的丰富的社交生活和多样性，”

一位学生说。“你走在校园的任何地方都可以见到新奇和有意思的人。”五校派

对几乎每周都有。然后在期中和期末时期，学校犹如社交鬼城（没有活动）。如

果有车真的是很有帮助，因为在加州南部到处走要是没有车简直是不可能，一位

学生反映。 

网址：www.pomona.edu 

地理位置：Suburban 郊区 

男女比例：50/50 

地址：333 North College Way, 

Claremont, CA 91711 

 

热门专业 

英语English 

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 

经济学Economics 

神经科学Neuroscience 

外语Foreign Languages 

传媒学Media Studies 

化学Chemistry 

政治学 Politics 

http://www.pomona.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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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莫纳学院在所有 Claremount 学校中独一无二的是它有三个不是全国性的兄弟

会（其中两个男女都有，没有姐妹会），每个兄弟会都有自己的派对房间。这里

没有必须加入兄弟会的压力，也没有会间的对抗。对于喝酒，我从来没见过这里

“有人被迫喝酒”一位学生说，但是酒精在校园的社会生活中当然是存在的。

Harwood 宿舍每年负责举办五校万圣节化妆派对，并且在宿舍里的 Jelly-O 大战

让活动更加有意思。新生入学教育更有意思。大一学生必须跑过 Pomona 装饰着

白色和蓝色康乃馨的大门，高年级学生会往他们身上扔水球，用滋水枪喷水。每

年二月和三月，上千的学生在附近一个度假村度过早晨，然后出发去海滩游泳，

以海滩野炊的晚餐结束一天。 

 

曾几何时 Pomona 也是个运动强校，橄榄球队在 1899 年感恩节甚至击败了强大

的南加州大学。现在女子篮球，足球，游泳，男子足球，橄榄球，田径，和水球

都很强。最近得过的冠军是女子网球，水球和男子篮球。Claremount 五校间的体

育较量是很激烈的，尤其是 Pomona,Pitzer 和 CMS 之间的篮球赛打的非常火热。

业余校内队，尤其是室内水球吸引了很多人参加。并且 Pomona 耗资一千四百万

的体育馆是五校中无人能及的。 

 

“波莫纳学院为学生们提供了独一无二且令人向往的严酷的学术生活和舒适的

社交生活的完美结合。”一位学生说。另外一位学生说，“只要你体验并得益于五

校联盟，你才真正能明白它有多酷！”在这吸引人的校园联盟中拥有最强的联系，

Pomona 继续标榜着地位逐步上升的 Claremount 学院联盟，甚至代表这整个西部

的学校和世界高等教育。很少有人来了 Pomona 后悔的。一位大四学生说，“我

们在加州，阳光永远灿烂，有什么不好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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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leton College  

卡尔顿学院 

 

 

 

 

 

 

 

“Get ready to live in rural Minnesota with a bunch of  crazy people that like to work 

hard and have fun.” 

“Students here are incredibly modest, diverse in their interests, and academically 

engaged.” 

 

    
 

由于地处寒冷的明尼苏达，卡尔顿学院的申请难度并没有 Amherst,Williams, 

Swarthmore 大。但是卡尔顿学院在美国北部占据着最好的文理学院的宝座。卡

尔顿学院的学生很自由但是不像其他学校的学生那样极端。 

 

明尼苏达意味着很多：它是涵盖了 10,000 个湖泊的土地，拥有美国最大购物中

心的州，从 Hiawatha 到 Paul Bunyan 传说的出生地，密西西比河自豪的父母。不

提这些历史书上的东西，卡尔顿学院藏在明尼苏达州东南角的一个小镇上，无可

争议的成为广阔的中西部最好的文理学院。再加上冬季狂欢节的人肉保龄球，为

抗争癌症筹款的保龄球赛，将违反人权的可口可乐驱逐出校园，卡尔顿学院绝对

是一所各方面都独一无二的学校。 

 

被连绵的农场包围，卡尔顿学院面积为 955 公亩的校园在城市 Northfield ---曾经

的地位是 Holstein 养牛工业的中心并拥有“牛，学院和满足之城”的说法。湖泊，

树木和小溪很多，你可以在 12 英里的远足或者滑雪旅程中横穿它们。城中春天

盛开着芳香的百合，夏天绿树青青，秋天被红叶覆盖，冬天又被盖上了一层闪

亮的白色毯子。这里甚至有一座 800 公亩的植物园，让从喜欢跑步到赏鸟的人都

从中获益。卡尔顿学院的建筑风格总得来说比较折中-从维多利亚风格到现代风

格都有，但是大部分都是红砖的。当外面有零下八度时，室内娱乐中心提供健身

房，攀岩，将绿地，运动场，跑道，和练舞房置于室内。 

 

卡尔顿学院最强势的学科都是一个方面的---理科：生物、物理、天文、化学、地

质、计算机都是全国顶尖的，并且大量的毕业生都选择在他们涉及的领域攻读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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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在全国所有的文理学院中，卡尔顿学院的本科被评为得到最多的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fellowships for graduate studies.（一种奖励给国家科学组织奖

励给本科生用于硕士研究的奖金）英文、经济、历史也很受称赞。想当工程师的

可以参加与哥伦比亚大学或者华盛顿圣路易斯

大学的 3+2 项目，学习地质的可以参加实地考察，

或者脱离明尼苏达漫长的冬天到外面去解解冻—

卡尔顿学院有一个在加州死亡之谷国家公园的

考察项目。在城中的植物园，学校环境学的有自

己的科考站，包括一个草原修复系统。在与理科

相反的方向—艺术也有很多机会。学习音乐和艺

术创作的学生经常申请到顶尖的研究生项目，并

且也可以在舞蹈和戏剧方面拓展视野。 

 

学科分布要求确保所有卡尔顿学院的学生不仅

可以在其所选专业的学习中有足够的深度难度，

也“可以接触很多不同学科和学习他们的方法，”

一位学校的管理人员说。所有学生必须要证明自

己的英文写作能力和一门外语的能力并且在四

个学科领域内都要满足要求：艺术与文学，历史

哲学和宗教，社会科学，数学和自然科学。学校

还有一个求同存异要求：所有学生必须要上一门

与非西方文化有关的课程。另外大四学生必须要完成一个与他们专业有关的全面

研究项目。卡尔顿学院提供交叉学科项目：亚洲，犹太，城市，非洲裔及女性研

究。跨文化研究方向要求美国学生讨论国际问题和动向以及在美国国内的对应问

题。大概 70%的学生都选择至少在国外学习一学期，获益于各种组织提供的项目，

包括卡尔顿学院和中西部学校联盟。学校馆藏 799,000 册图书的图书馆是明亮通

透的，并且对于夜猫子来说很好的是它开到夜里一点。 

 

拥有高目标的学生和繁重的学习负担，卡尔顿学院并非一所典型的中西部令人轻

松愉悦的文理学院。三学期的学制意味着每三个月就要有一次期末考试，每个人

都可以感觉到这样的压力。六周的圣诞假期是卡尔顿学院应对寒冷冬季的方法。

“课程一般都很困难，”一位大二学生，“但是学生们跟自己竞争，不是跟别人。”

课堂平均人数是17人，所有Carls(Carleton学生简称)都可以非常积极的参与其中。

卡尔顿学院的教师都对教书非常的投入。“我与天才和庸人在课堂一同互动，”一

位大三学生说，“我选课看教授而不是课程的内容。” 

 

“这里的学生惊人的谦逊，兴趣广泛，努力学习，”一位大二学生说。68%的学

生来自明尼苏达州外，大于一半的学生来自中西部之外，并上的是公立高中。来

自东西海岸的学生很多，并且有百分之五的国际学生。非洲裔美国人和西班牙裔

占 11%，亚裔美国人占 10%。但是大部分的 Carls 都有一些共同之处：对知识很

好奇，但很悠闲；很有个性，但是对在校园中团体归属感很在意。他们朴实的装

Website: www.carleton.edu 

地理位置：Small city 小城市 

男女比例：47/53 

地址：Northfield, MN 55057 

热门专业 

数学Mathematics 

计算机科学Computer Science 

化学Chemistry 

物理学Physics 

英语English 

历史History 

经济学Economics 

心理学Psyc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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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和生活态度与在另外一个城镇的 St.Olaf 学院的传统的学生们形成了鲜明的对

比。整个学院思想偏左，他们关注环境，多元文化，平权法案，同性恋权利和性。

“学生们雄心勃勃，有认知力，并且为了‘拯救世界’时刻准备着，”一位大二

学生说。有资格的学生每年会得到 Carleton 赞助的国家荣誉成就奖学金，学生们

也反映学校助学金很丰富。 

 

校园的住宿风格从舒适的小镇别墅到时髦酒店式样的宿舍楼。宿舍内部都很舒适，

一位学生说，虽然外部看起来想前苏联斯大林时期的公寓楼。最棒的是学校所有

的十个主题宿舍，它们侧重特别的兴趣比如语言学习，户外运动或者原子问题。

除了农场宿舍，一栋环境学有关的宿舍坐落在学校的边缘，所有的主题宿舍（包

括女权认知宿舍）都坐落于镇上一个离校园很近且吸引人的居民区。学生如果想

搬出学校住必须向学校申请。宿舍都是男女混住但是也有两个宿舍楼有单性别楼

层。Davis 是经常被推荐的宿舍，虽然 Burton 拥有很有意思的名声。所有住在学

校的人必须在学校订餐。“食物绝对能吃，”一位学生反映，“只要你能容忍盐是

唯一的调料。” 

 

由于没有兄弟会和姐妹会，Carleton 的社交生活是非正式并且放松的，一般以朋

友外出为中心。学生们参加派对，或者如果到了喝酒的年龄，他们可能进城玩儿。

“在一个十周的学期里仅仅回家是不够的—每周末校园内都有很多活动，音乐会，

狂欢节，节日，派对或者很酷的演讲者，”一位学生说，“如果你回家你会错过很

多。”有些活动是专为酗酒的人准备的，有一个社团叫 Co-op，每两周举办一次

舞会和周三社交活动，也提供免费观影，或者戏剧之夜等特殊活动。学生们反映

卡尔顿学院做的不仅仅是强迫学生遵守饮酒年龄限制，“学校的管理层尊重学生

自己决定是否喝酒的责任，学校的饮酒制度比较宽松，”一位大一学生说。 

 

Northfield 本身就是一个古朴，历史悠久拥有 17,000 人口的城镇。这里有复古的

小店和一个美丽的老酒店。“Northfield 是一个古香古色的小镇，在镇上没什么可

做的，”一位大二学生说。学生们常去 St.olaf 的校园和一个叫 Reub’n Stein 的夜

店。明尼苏达波利斯，距离 35 英里，也是一个很受欢迎的短途旅行目的地。因

为 Carleton 不让学生在校内开车，学校每周末有车去明尼苏达波利斯等地方。有

1/3 的学生参加运动队，2/3 参加校内运动。田径、游泳、网球、篮球和棒球都

是很有竞争力的并且是全国越野滑雪冠军。受欢迎的活动还有冬季狂欢节，春季

音乐会以及 Mai-F’te,一个在学校所拥有的两个湖的其中一个湖心岛庆祝的盛事。

学校的传统包括：长达一周的新生入学教育，开学典礼时学生们在教授们进入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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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的时候用泡泡轰炸他们 。这里也有春季软球比赛在

早上五点半开始，要打与学校建立年数相同的局数。全校在期末考试前夜夜里十

点的尖叫活动唤醒了所有疲惫的复习者。臭名昭著的 Jesse James 在很多年前抢

劫 Northfield 银行未遂,当地每年还在 West Wild Bank 重演以庆祝。（抢劫是被镇

上的人阻止的，抢劫团伙在这之后就解体了。） 

 

明尼苏达的冷是令脸刺痛，令骨头颤抖的寒冷。这里的课也完全不简单。但是

Carleton拥有非常温暖的校园，这里的学术虽然很有挑战性但是并不是不可战胜。

“请准备好在明尼苏达的乡村与一群努力学习又爱玩儿的疯子一起生活，”一位

大三学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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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son College  

戴维逊学院 

  

 

    
  

 

时常被称作“南方的达特茅斯”，总是与 Washington and Lee 学院（弗吉尼亚）面

对面竞争，Mason-Dixon Line 地区全国最有竞争力的文理学院。拥有 1700 名学

生，Davidson 的规模比 Rhodes 学院和 Sewanee 学院大一些但是比 W&L 小一

点。 

 

Davidson 以南方的传统和其有涵养的邻居 Rhodes 和 Sewanee 为荣，且体育和学

术的高超本领比起北方的小型体育强校比如达特茅斯和 Middbury 更加常见。由

于其较小的规模且位于一个令人犯困的城镇而经常被人忽视，Davdison 是

Mason-Dixon Line 地区申请难度最大的文理学院。学校的规模，荣誉规章制度，

交叉学科，国际和专业预科等课程让它在当代文理学院独树一帜。“Davidson 可

以为你提供最精彩的本科经历，是一所地处南部的文理学院，”一位经济主修的

大四学生说。 

 

坐落于北卡 Piedmont 一块美丽的延伸地带，Davidson 郁郁青青的校园以乔治国

王风格和希腊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而著称。中心校园被冠名为国家级植物园，学

校的职员热忱的在这里收藏了一系列在附近地区长势旺盛的植物。事实上，这个

植物园中的植物都有名牌和所属种类介绍，也作为学生们的一个户外实验室。

Davidson 还保留着 1837 年建造的四边形校园，再加上 19 世纪五十年代建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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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栋宿舍楼和一些用于文化交流的建筑。 

 

 

Davidson 的荣誉规章制度让学生可以自己独立参加考试，即使不锁宿舍门也可

以很安心。“由于荣誉规章制度，Davidson 的学生可以十分有安全感的到处走，

并且把东西放在任何地方都不用担心会被偷，”一位大四学生说。每年大一新生

入学时都会发誓遵守荣誉规章制度，所有上交给教授的作业都签着“ pledged”。

核心要求包括在艺术、历史、文学中每类选一门，在宗教与哲学、自然科学与数

学、社会科学中每类选两门。学生第一年也必须上强调讨论和写作的课来满足写

作要求。上至少四门体育课也是必须的，学生还至少证明自己一门外语的能力达

到三个学期的学习水平以上。很多要求，比如深度比较不同文化都可以通过两年

的人文交叉学科课程满足。 

 

Davidson 的天气是严酷的，但并非令人无法忍受。“教授们对自己学生的期望值

很高，”一位心理学主修的学生说，“但是教授们会提供很多指导和支持所以学生

们并没有被抛下，自己与所有学术

难题斗争。” 教授们经常被称赞为

非常友好，很容易接近；并且因为

没有研究生，与教授一起工作研究

的机会很多。“教授们对他们所教的

科目都很有激情并且知识丰富，”一

位学生反映。这里最受欢迎的学科

有英语、政治学、经济、历史和生

物。 

 

对于那些兴趣所在比较非主流的学

生，学校也提供交叉学科的课程让

学生自己与教师设计自己的专业。

环境学主修的学生可以申请实地作

业学校，利用一个月或者一学期的

时间到某个国家学习或者在生物圈

二号做研究。有志的外交家可以进

入 Dean Rusk 国际关系项目，得名于曾任 Kennedy 和 Johnson 总统的秘书长的校

友。南亚研究项目侧重于印度、孟加拉、尼泊尔、巴基斯坦、不丹和斯里兰卡。

海外学习项目也包括从法国、德国和英格兰到塞浦路斯和赞比亚这样的国家，多

于 80%的学生在毕业之前多少有点海外经历。与五所大学合作的 3＋2 工程项目

也是有的。Sloan Foundation 基金帮助 Davidson 把高科技融入到文理教育当中，

体现在“从石油到盘尼西林”和“性、科技和道德”等课程中。课堂规模都很小，你

不会在除了咖啡厅或食堂以外的地方看到超过五十个学生同处一室。 

 

虽然大多数学生都来自南部富裕的家庭，但是学校也吸引了来着东南和东北部的

网址: www.davidson.edu 

地理位置：Small town 小城镇 

男女比例：50/50 

地址：P.O. Box 7156, Davidson, NC 28035 

热门专业 

生物学Biology 

心理学Psychology 

英语English 

政治学Political Science 

戏剧学Theatre 

化学Chemistry 

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Studies 

History 

http://www.purdue.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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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学生。大部分学生是长老教的教徒，学校长老教教会有联系。7%的学生是

非洲裔美国人，5%西班牙裔，3%亚裔美国人。另外还有 7%的国际学生，来自

36 个不同的国家。“学生们都很喜欢自我激励，也努力学习，”一位学生说。另外

一个人又说，“荣誉规章制度不仅是学术的基石，也是 Davidson 校园生活任何一

个方面的基础。” 这意味着学生的行为由他们尊重规章制度的程度决定。校园内

的热点政治问题从伊拉克战争到贫穷问题。Davidson 用平均每人 9,650 美元的荣

誉奖学金吸引顶尖的学生，并且学校也用助学金取代了奖学金中的贷款。学校也

有 10085 的运动员奖学金。 

 

91%的学生住在学校男女混住或者单性别的宿舍楼里。“宿舍在平均水平以上，”

一位学生说。所有大一的学生都在两栋五层的宿舍里居住，他们在 Vail Commons

用餐，在那里“食物很棒—什么都有，选择很多，虽然在 Davidson 当素食主义者

很难。” 高年级的学生可以住在宿舍，可以出去住，或者住在学校所有的在校园

周围每栋十人的小农舍。学校提供免费的洗衣服务—追溯到很久之前 Davidson

还是男校的时候这是唯一让这些男生保持整洁的方法。大四学生可以得到有私人

卧室的公寓。大部分高年级学生在 11 个用餐俱乐部—六个是给男生的，四个给

女生，另一个男女都可以去的是开给喜欢猎奇的人的。这些有点像兄弟会和姐妹

会的团体都有自己的厨师并且提供家庭风格的正餐。 

 

用餐俱乐部是学校社交生活的中心。就像Alvarez College Union. 大一新生在一开

始的三个星期不让去Patterson Court。这些俱乐部的会费被用来供餐，举办派对

和各种全校范围的大型活动。兄弟会，收纳了百分之四十的男生，其实跟用餐俱

乐部区别不大。大一学生只需在自我选择之夜在自己想去的组织处签个名字就可

以加入，不准冲到签到处抢名额。校园中没有姐妹会。如果你没有加入任何一个，

不必绝望，Davidson要求所有组织里每周至少有两个派对是向全校开放的。酒精

方针遵从北卡莱罗纳的法律，官方来讲，21岁以上才能饮酒。这个规定与荣誉规

章制度紧密联系，学生们必须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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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son长达五天的新生入学教育包括赛龙舟大赛，寻宝及新生蛋糕赛跑。这个

项目目的是将Davidson所在小镇的温馨环境介绍给学生。这个小镇上有咖啡厅咖

啡店，附近的Norman湖可以划水，划船和游泳，还有很多志愿者机会。“Davidson

是一个很棒的学院小镇，”一位化学主修的学生说。同样古朴的小镇Cornelius驾

车仅需十分钟就可到达，所以那里是在餐厅用餐，看电影，或者晚上出去放松的

经常去处。如果这些都厌倦了，拥有各种景点和夜店的北卡的大城市Charlotte

距离仅有二十英里。如果有车的话会很有帮助，Myrtle海滩和滑雪的地方都需要

从学校驾车几个小时，在另外一个方向。Davidson的运动队在第一级别中比赛，

四分之一的学生参加校队。2008年学校男篮球十分引起争议的在输给最后的赢家

Kansas之前成为了Elite 8的其中一个队伍。校内业余运动和俱乐部也有很多种类，

很受欢迎，每年都有新生奥林匹克运动会。 

 

即使在北卡莱罗纳，Davidson还是让人感觉像一所新英格兰地区的文理学院，并

且一直把各类顶尖学生吸引到它树木茂盛的校园里。“很多因素让Davidson成为

这样一个伟大的地方，”一位大三学生说，“如果这就是适合你的学校，你在踏入

校园的第一课就可以感觉到。”从海外学习和独立研究项目， 到校长对大四毕业

生的草莓香槟款待，学生在这里注重传统也向前看，创造美丽的回忆，交一生的

挚友，在智慧上完成质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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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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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rford College 

 哈弗福德学院 

  
 

    

 

作为 Quaker 遗产中十分杰出的学院之一，拥有 1,100 名学生，Haverford 仅拥有

与其相当的学校一半的规模，但是从与附近学校 Bryn Mawr 学院亲近的关系中获

益。学校里他们的表哥 Swarthmore 也不远，但是学生在政治上并没有那么左倾。

学校拥有十分强烈的社区感。 

 

包罗万象的荣誉规章制度涵盖了从教室到宿舍的各种规定，也定义了 Haverford

学生的生活。学生可以自己定自己期末考试的时间，参加无人监考的考试，自己

监督是否低龄饮酒，“很多学生都是因为认为荣誉规章制度非常的合理才选择来

Haverford 的，因此，几乎所有来这里的学生都用同样的信仰，价值观，喜欢尊

重他人和学术，”一位大三经济主修的学生说。Haverford 可能没有其他排名差不

多的学校有名，但是它却在全国文理学院中独树一帜，尤其是很受那些喜欢使劲

儿学同时使劲儿玩儿的学生的欢迎。学生们竞争的不仅是学术。65%的学生高中

时就参加校队，他们的到来使得 Haverford 的队伍夺得冠军。 

 

1833 年在 Quaker 的美好祝愿中建立，学校的功能更像是个家庭。面积为 204 公

亩的学校就坐落于费城主线铁路旁边，就像一个井然有序的夏日宿营地。拥有浓

密植被的校园拥有一个植物园、鸭塘、自然小道、大于 400 种灌木和树木。建筑

风格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风格都有。也不乏现代风格的建筑这一个那一个的散

落在校园中。它们的组合提升了整个社区的平衡感，也让两个 Quaker 的传统思

想—智慧的提升和对自然的欣赏紧密联系在了一起。面积为 188,000 平方公尺,

耗资五千万美元的 Koshland Center for Intergrated Nature Science(驻扎了天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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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化学，数学，物理等学科)，提供了从事交叉学科学习、教学和探索的地方。

面积为 100,000 平方公尺的运动中心拥有国家先进的塑身、锻炼、训练器械。 

 

Haverford 的课程代表了文理教育的核心思想。生物、英文、化学、政治学和心

理学是最受欢迎的学科。有九个学习方向，与副修的概念不同，附属于各个主修

科目，包括和平和战争研究，数学经济。不同寻常的课程有标题是“从佛教的禅

学思想到当代大众黑人的智慧”的哲学研讨会和一节叫“幸福，美德和美好生活”

的课程。比较文学和东亚研究部门建立的时间不长，但是学的人数越来越多。

Haverford 的通识教育要求学生在三个课程类别里各上三门课：社会科学、自然

科学和人文学。这九门课的其中一门必须满足数量推理要求。每位学生必须要至

少学一年外语，并且完成大一一年的写作和社会是非课程。 

 

与 Bryn Mawr（一所附近的女校）的双学院系统让 Haverford 的学生得以主修艺

术史、城市规划和环境学。由于临近的 Bryn Mawr 和 Swarthmore 合作，Haverford

为学生提供了很全面的外语项目，最近添加的是阿拉伯语。学校与 Bryn Mawr

的亲密关系可以追溯到至少 25 年前当 Haverford 还是个男校的时候。至今两所

学校的学生可以任意的在另外一所学校上课，吃饭，甚至住在另外一所学校的宿

舍里。两所学校的学生在出版一份每周一期的报纸，交响乐团 ，各种俱乐部和

运动中合作。免费的巴士连接了两所校园。交叉学科也适用于 Swarthmore 和宾

大。在 36 个国家中选择一个进行海外学习吸引了 50%的大三学生。 

 



 
电话：010-82608919  www.lasedu.com  邮箱：liuxinjuan@lasedu.com 

 
 

 70 / 130 
 

由于 Haverford 没有研究生，每年本科的学生都会帮助教授做研究和准备出版论

文。Haverford 最大的强项可能便是它的师资队伍了。60%的教授都住在校园内，

并且据说非常容易接近。一位大三的学生说一位教授甚至能使一堂九十人的课个

性化：把所有人分成十人一组，每组都被单独邀请参加考试前的甜点小聚。“这

些教授在这里就是为了我们，他们对于教学很是享受并且也很喜欢让我们参加他

们的研究。”可能也是由于课堂上很多的互动与交流，Haverford 的课业不是特别

的繁重，学生们也反映他们不关心其他人的分数，并且试图压缩学术之外的追求。

“每个人都有要做的事情但是我们有时候宁愿暂时扔掉它们去扔飞盘，”一位政治

学主修的学生说。你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得到建议：大一新生会和一名适合的教授

一起选课，座谈直到两年以后学生选择自己的专业。高年级的”custom people”

负责在生活上帮助 8-16 位新生。 

 

Haverford 最显著的就是管理学生各方面校园生活的荣誉规章制度。“我可以在半

夜三点在 Founder’s 前的草坪考我的期末考试，”一位大三学生说，他也说这个规

章制度意味着“我们自己看管自己。”这些规定每年在一个叫 Plenary 的集会上由

学生管理，辩论，重新定夺，帮助灌输“团结，诚实，关爱他人”的思想。然而社

交规章却鼓励学生表达自己的任何观点只有他们用理性的方法表达，这也可以说

是一个自我检查过滤系统，一位哲学学生说。“有时候你会感觉为了避免冒犯他

人的观点像是在蛋壳上行走，”这位学生说。在良好的 Quaker 传统中，决定是由

共识达成的，而不是正式投票，这里的学生在决定学院方针的时候扮演很重要的

角色。 

 

只有 13%的学生来自宾夕法尼亚，但是有很大一部分都来自东海岸。大约 13%的

人是亚裔美国人，8%西班牙裔，8%的非洲裔美国人。虽然学校不属于任何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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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别，Quaker 的影响仍然在每隔一周举行的选择性的集会上体现。“虽然学生知

晓政治时事，也很关注那些问题，但是很少有人真正参与到政治行动中，”一位

哲学主修的学生说。Haverford 也取消了奖学金中的贷款，用助学金取代它们。 

 

Haverford 宿舍空间很大也维护的很好，64%的房间是单人间---甚至大一也可以住

---所以 99%的学生在校内住。所有宿舍都是男女混住，但是学生可以申请单性楼

层。大一学生和大二学生都被保证有住房，即使在摇号中获得很靠后的号码也可

以得到很好的住房。十分受欢迎的学校所有的公寓在校园的边缘。每栋有一到两

个卧室单元，起居室，厨房和浴室。在公寓中的高年级学生可以自己做饭，但是

住在其他地方的学生（大一学生不管住在哪里）都要买学校的订餐计划，也包括

了周末的饭。“宿舍都很棒，公寓是大一学生最好的住处，”一位经济学生说。由

于坐落于高贵的费城郊区地区，学校基本不存在犯罪，“基本不需要为外面会发

生什么不好的事情担心，”一位哲学学生解释道：“这里学生都很信赖警察，也很

有安全感。” 

 

虽然社区的精神在学 生的学术

和个人发展方面有很 大的体现，

但是在社交上就不那 么明显了。

没有兄弟会和姐妹会， Haverford

和 Bryn Mawr 时常举 办联合派

对。学校充斥着酒精 的活动会

让学生两年内感到疲 惫，所以很

多大三学生选择到海 外学习散

心。学校的酒精方针 遵从宾夕

法尼亚州的法律—21 岁以下禁

止饮酒—这也与荣誉 规章制度

联系在一起。 Haverford

是独一无二的酒精和 大麻规章

制度由学生自己管理 的学校。对

于不喝酒的人，学校中也总有免费的电影，音乐会，和其他的活动。另外一个传

统活动便是在期末考试之前持续整个周末的Haverfest,另外 snow舞会和 taste the 

rainbow drag 舞会也是传统项目。生活在这样一个与他人密切联系并互相监督的

环境中可以让人感到僵硬，透不过气，但是暂时的逃离很容易：只需坐 20 分钟

火车就可以到费城市区，纽约市，华盛顿特区，新泽西海岸，Pocono 滑雪地区，

大西洋城也只需几小时的火车或者汽车就可以到达。很多学生参加 Eighth 

Dimension，获得很多志愿者机会。 

网址: www.haverford.edu 

地理位置：Suburban 郊区 

男女比例：47/53 

地址：Haverford, PA 19041-1392 

 

热门专业 

生物和物理学Biological and Physical Sciences 

英语English 

历史History 

政治学Political Science 

经济学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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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一百年前 Haverford 参加的第一项与外校的体育竞技比赛，现在是男生女

生中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田径和越野长跑也很强大—男队多过很多次运动会冠

军，最近垒球和排球也得了奖。每年，Haverford 和 Swarthmore 都激烈的竞争

hook trophy，这个奖项颁给这两个学校中赢得运动比赛最多的学校。“两所学校

的曲棍球和篮球比赛是每年最受关注的项目，”一位学生说。Haverford 是唯一一

所吹嘘自己板球校队第一的学校，因为这是唯一一所有板球校队学校！校内业余

运动也很受欢迎，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学校要求所有学生在大一大二的时候上够

六个体育学分。虽然有体育上的抗争，Quaker 还是主张爱与和平的思想，在运

动场上抛开脑中的对手，专心尽力。学校的吉祥物是黑色松鼠（学校里总能看见）,

口号是：Fight, fight, inner fight—kill, quakers, kill！ 

 

Haverford 的学生个性超越平凡，并且对于荣誉规章制度：“学生们在自己尽所能

建立最好的社区之前在这个理想的环境中受到挑战。这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

不断的批判和审视自己，社区，并且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看到了吧？妈妈说

的对，自由会带来责任感。 

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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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里面的黑松鼠



 
电话：010-82608919  www.lasedu.com  邮箱：liuxinjuan@lasedu.com 

 
 

 75 / 130 
 

 
 

 

 

 

 

 

 

 

 

 

 

 

 

 

 

 



 
电话：010-82608919  www.lasedu.com  邮箱：liuxinjuan@lasedu.com 

 
 

 76 / 130 
 

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 

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 

 

先来说一下 Pomona，这个积极进取的学校现在有着最低的录取率，并且已经不

满足于只专注于社会科学。CMC 的大小是一个典型文理学院的一半，比 Pomona

小百分之三十，还在提升全国范围的名声和知名度。作为 Claremont 文理学院联

盟的一员，CMC 在政府、经济学、商科、国际关系上都是顶尖的。除此之外，

CMC 在校园中有 11 所研究机构，为本科学生们提供了学习从政治人口学到环境

学的丰富机会。艺术和人文学科也是有的，但是 CMC 更加适合那些在商业领导、

公共关系事业中雄心勃勃的学生。“CMC 为学生提供实用性的文理教育，让学生

对研究生的学习抑或是未来的职场生涯都有所准备,”一位大四学生说，“这里是一

个让你花费四年学习的好地方。” 

 

面积为 50 公亩的校园坐落在距离洛杉矶市区 35 英里的地方，学院大多数的建筑

都是加利福尼亚现代建筑风格，也有许多西班牙瓦顶房屋，可以从彩色玻璃俯瞰

San Gabriel 群山。根据学生描述这里“更实用而不是更有美学价值”，这里的建筑

风格和排布也映衬了学校实用主义的态度。Roberts Hall 是一个国家先进的拥有

教室，研讨教室，机房，教授办公室的建筑。新建的 Robert E. Tranquada 学生

服务中心拥有健康服务，咨询和学生心理咨询中心。 

 

Claremont Mckenna 提供顶尖的经济和政府学项目，但是它的国际关系、心理学、

历史也被认为是非常强大的。生物、化学和物理项目也借助 Keck 科学中心的使

用得到了提升，学生可以在这里接触到很多先进的仪器。除此之外，85 公亩的

Bernard 生物实地考查站坐落于 CMC 校园北部可供学生研究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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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C 延展的通识教育要求包括两个学期的人文学科学习，三个学期的社会科学，

两个学期的自然科学，一学期的数学，文明文化，文学和英文写作，当然还有毕

业论文。学院提供受欢迎的管理工程、工程和经济学科的 3+2 项目，以及与

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 合作的 4+1 MBA 项目。超过百分之四十的 CMC

学生从海外学习项目中获益，他们可以通过学校参加在 78 个城市，40 个国家的

不同项目，包括，澳大利亚，哥斯达黎加，巴西，日本等。CMC 也提供与 Haverford, 

Colby, Spelman, Morehouse 这些学校的交换项目。另外一个很受欢迎项目是华盛

顿特区学期项目，在那里学生可以在 E-span，国家部门，白宫和游说团体处实

习。 

CMC 的学术气氛是适度紧张但并不让人受不了。“虽然课业相对繁重，但是竞争

大多是都是与自己而不是与他人的，”一位政府和历史主修的学生说，“学生经常

互相帮助。”教授们都很杰出，并且也被称赞很容易接近。“我们没有助教，”一位

大三学生说，“教授们都棒极了并且很容易找到。”87%的课少于 25 个人。（这是

小型文理学院值得得意洋洋的其中一点，一位神经科学学生说。） 

一位大四学生把 CMC 的学生描述为“以职业为导向，雄心勃勃和对学术很严肃。”

学校的学生由 44%的加州人组成，将近 20%来自东海岸。很多来自公立高中并且

84%的学生都曾经是年级前百分之十的学生。亚裔美国人是少数群体中的最多数，

占 15%，西班牙裔占 12%，非洲裔美国人占 4%。一位学生表示这里各种政治观

点所占比例也十分健康。所有大一学生都要参加为期五天的入学教育，包括一个

海滩旅行和校长及各系主任出席的接待宴会。学校保证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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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位被录取学生的奖学金需求，也提供数目平均为 8271 美元每年的荣誉奖学

金，但是学校没有运动员奖学金。  CMC 也与 POSSE 基金合作为有特别需求

的学生提供全额奖学金。 

 

由于这里的社交生活，96%的学生住在校内。这里有女仆服务。“她们清扫我们的

房间和浴室！我们什么都不用做！（当然除了学习）”一位快乐的宿舍居民说道。

所有宿舍都是男女混住，大一学生保证有地方住。Stark 是一个禁烟禁酒的宿舍，

为学生提供了更多住宿选择。一群在校内的拥有厨房和做饭器材的公寓很受高年

级学生欢迎。“宿舍像宫殿一样，”一位大三学生断言，“夏天是热宫殿，周末是脏

乱的宫殿。”宿舍的伙食据说很好，学生也可以在其他 Claremont 的学院用餐，

虽然据说 CMC 的 collins 食堂据说是最好的。“他们拥有很多选择和种类，包括

给素食主义者和绝对素食主义者以及有机食品。” 

感谢五校联盟，很多学生都承认这里的社交生活很丰富。“CMC 的校园总是附近

学校的社交中心，”一位大三学生说，“这里总有派对，烧烤，电影放映和其他很

多活动。” 除了这些活动，日历上也有很多传统活动比如 Monte Carlo Night, 

Disco Inferno, Okto- berfest, Chez Hub, and the Christmas Madrigal Feast. Ponding

是学校另外一个非同寻常的传统活动：过生日的人要被扔进学校其中一个池塘里。

学校赞助系列讲座的举办，从每周一到周四的晚上。在开始之前学生和教授们可

以一同享受一些美食并且探讨学术问题。 到 Joshua Tree, San Francisco, Las 

Vegas, and Mount Baldy 的短途旅行也是受到学生们强烈推荐的。 

运动是 Claremont 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学校有足够强劲的证据去证明这个

事实。（上个赛季得了八个奖。）男子女子越野长跑，男女田径，女篮，男女网

球都是很有竞争力的。三分之一 的学生参加运动队。并且  CMC 的学生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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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y Mudd 和 Scripps 使用同一场地时起主导作用。顶级对手是 pomona, 如一

位学生说，“篮球赛会撼动整个校园。” 

 

CMC 已经通过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学习和研究机会以及顶级政府学和经济课程实

现了学校的思想方针：创造伟大的领袖。“领导职能在学校的所有活动中都能体

现。”一位大三学生说。CMC 帮助学生建立性格，培养他们的雄心壮志并且把眼

光放的高远。 

 

网址：www.claremontmckenna.edu 

地址：890 Columbia Avenue, 

Claremont, CA 91711 

所在州：CA 加州 

地理位置：Suburban 郊区 

男女比例：54/46 

热门专业 

经济学Economics 

政府学Government 

心理学Psychology 

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历史学History 

理科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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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ssar College 

瓦萨学院 

 

很难想象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 Vassar 曾经被认为会与耶鲁大学合并，而不是变

成一个男女混校的学院。在开始录取男生 35 年后的今天，仍旧在那古老且如诗

如画的校园中，Vassar 是一个繁荣的，录取竞争激烈的，先锋派的并且强调艺术

和人文的学院。 

 

你是一个在业余时间作曲的科学家吗？或者一个也喜欢分析柏拉图和亚里士多

德的演员？那么你应该会觉得 Vassar 这所在纽约市北部近 70 英里的小型文理学

院，是你最好的归宿。曾经因为七姐妹女校被人们所熟知，还享有左倾的声誉，

Vassar 以它课程的灵活性，包容度和多样化为傲。“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人：从魁

梧帅气的男生到嬉皮士，从音乐家到激进者，”一位大四学生说。一位大三学生

也说，“让我们联系在一起的其实是我们共同拥有的对知识的好奇和对世界的尊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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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1000 公亩的校园坐落于纽约州的 Poughkeepsie，拥有两座湖泊和很多树木，

洋水仙在春季盛开，落叶会在整个秋季遍地都是。被一座石墙包围，校园也喜欢

炫耀它的天文观象台，这座观象台是东北部最大的观象台，还有国家先进的化学

楼，一个拥有生态观测站的农场，和一个拥有 13500 个作品的艺术中心——从古

埃及到现代。建筑大多是新歌特风格，也有很多建筑出自名师之手：比如 Marcel 

Breuer、Ero Saarinen、James Renwick。目前校园最新的工程是改造和升级学院

的运动场地。Vassar 没有任何的必修课程或者学科分布要求。的确，课程的灵活

性是最主要的。据说，所有学生一定要上一个大一课程，一个小型的研讨会强调

写作表达，以及一门需要数量分析技巧的课程。学生必须证明自己在 18 门学院

教授的外语中有一门达到中级水平，或者通过 AP/SAT II 令人满意的成绩来证

明自己。因为学院没有研究生或者只做研究的教师，所有课程都由教授亲自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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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们都很在乎学生并懂得自我奉献，”一位大四学生说。小型的课堂和循循善

诱是常见的课堂模式，考试在一个荣誉系统下进行。 

 

最受欢迎的主修课程包括英语、政治学、心理学，最新的课程项目是本科媒体学

主修课程。不论学生们学什么，他们都发现这里的学术氛围是合作性的而不是竞

争激烈的。“Vassar 的学术环境是非常有支持性的，注重团队合作，”一位物理主

修的学生说。生物教学楼拥有两台电子显微镜，音乐学生有可以弹奏一系列的斯

坦威钢琴。每年，35%到 40%的学生通过 Vassar 在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

摩洛哥、俄罗斯、英格兰或者爱尔兰的项目到海外学习。Vassar 是为数不多的

一所在学生在别处学习还提供奖学金的学校。回到美国，对城市教育感兴趣的学

生可以得益于学校 与 纽 约 bank 

street 学院的合约。 另外，学校也有

与其他十一个学院 的十二校交流项

目，或者四个历史 黑人学院或者一

个在Eugene O’Neil 剧院的戏剧项目，

或者海洋学习项目。 另外很受关注的

项目就是学校的本 科夏季研究项目

（URSI），为学生 提供与教授一对

一研究科学项目及 基金的机会，可

以在 vassar 或者在 校外。最后是 ford 

scholars   项目， 为学生提供人文

网址：www.vassar.edu 

地理位置：Small town 小城镇 

男女比例：40/60 

地址：Poughkeepsie, NY 12604 

 

热门专业 

英语English 

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 

心理学Psychology 

生物学Biology 

历史学History 

经济学Economics 

电影和戏剧Film and Theater 

艺术史Art History 

http://www.vassar.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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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科科目中与教授合作的项目。 

 

 

66%的 Vassar 学生都曾经是高中的年级前十名；24%是纽约本土人。“Vassar 的

学生善于自我激励，接受新事物，和形成个人观点。”一位大四学生说。少数人

种在学生比例中占有相当的比例：亚裔美国人占 10%，非洲裔美国人占 5%，西

班牙裔占 7%。学校的 ALANA 中心支持和关注有色人种和其他民族和文化群体。 

 

热门的政治问题包括战争，移民，种族，一位同学说。学校对所有申请大一入学

的学生提供不考虑学生奖学金需求录取政策，贷款的减少政策也适用于来自低收

入家庭的学生。学校保证学生四年都有宿舍，98%的学生住在校内，学校拥有九

座不同风格的宿舍，但是只有一个是男女混住的。“很多宿舍很现代，很炫酷，”

一位大三学生说。“其他的有复古学院的感觉，拥有传统的木板结构，装潢和地

板。”据说 Lathrop 是大一学生最好的宿舍，但是没有一栋楼是专门为新生准备

的。大三和大四学生更喜欢学校所有的五人套房，或者四人公寓，都有厨房和起

居室。“这里的宿舍精神很强大，”一位大三学生说。当感到肚子饿了，学校可以

到两个食堂吃饭，提供多种多样的事物。“这不是我妈妈做的事物，”一位学生承

认，“但是它还是很棒，是可食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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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馆 

 

Vassar 没有兄弟会和姐妹会，社交生活围绕着电影、演讲、派对、音乐会和其他

的活动。“每件都有超过一千个活动在校园发生。”一位大四学生说。“大概一周有

四十个活动。” 大于二十一岁的学生可以在校内的夜店 Matthew's Mug 参加派对。

那些没到饮酒年龄的学生可以到没有酒精的咖啡屋。即便酒精在校内是被允许的，

不到年龄饮酒是不行的。Poughkeepsie 本身是一个古老的工业城镇－在天黑以后

没什么激动人心的，但是有很多实地作业，与当地政客、公司、社区组织实习得

学分的机会。餐馆和商店都在可以从校园走到的范围内，购物中心和电影院也不

那么远。在温暖的天气里，Mohonk 州级公园提供远足和其他户外项目。另外罗

斯福海德公园（学历史），美国厨艺学院（为了该学校学生做的便宜的食物）也

都很近。受欢迎的短途旅行目的地有纽约市和波士顿，都是乘坐火车可以便捷到

达的。 

 

因为七姐妹所遗留下来的财富，传统在 Vassar 很重要。“新的学年由 Serenading

开始——大一新生要给大四学生唱歌表达敬重，”一位学生解释道。“这天由湖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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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大的烟火和给最佳歌曲宿舍的颁奖结束”  在五月的 Founder's Day，整个校园

都以音乐、狂欢节、食物和一整天在草坪上待着的方式庆祝 Matthew Vassar 的

生日。烟火和一场电影结束这个节日。“这基本上就是对于 Vassar 来说的一个狂

欢节，”一位大三学生说。 学生们可以在结束了一天疲惫的课程后在 Rose Parlor

喝一杯下午茶。现在学校无伴奏合唱团的数量已经到达了两位数。 

 

Vassar 的运动校队在自由联盟里比赛，去年女网和女排都带回了冠军。另外 06

－07 赛季，女子英式橄榄球队位列全国前十，同时女子排球队也是自由联盟冠

军。男子篮球也很好。校内业余运动拥有两个级别，竞争的和娱乐的，将近一半

的学生参加。队伍面向很多运动，从篮球，垒球到保龄，高尔夫，飞碟，乒乓球

和水球。 

 

 

Vassar 已经不是一个女子精英学院了，但是学生的性别组成并不是建校以来唯一

改变的东西。在 Vassar 继续提供高质量的文理教育课程，强调各学科联系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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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学院也拥抱高科技和多样性。“Vassar 是一个十分活泼的社区，这里学生，

教师，管理人员和员工彼此关系融洽。”一位大四学生说。“这里的人们幸福，乐

观，”一位大三学生附和道。“我们花时间去享受大学生活——严肃但是不是太严

肃，大学是学习和提升自我的时间。” 

 

 

 

 

Wesleyan University 

卫斯理安大学 

 

 

经常被拿来与 Amherst 和 Williams 做比较，Wesleyan 实际上更像 Swarthmore。

主要的区别是 Wesleyan 的规模是两倍大。Wesleyan 的学生都很追求进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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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极端独立。非主流的课程设置比如种族音乐学和东亚研究让校园更有个性。 

 

不管学生们是在全神贯注的学习，还是辩驳不同的话题或者参加社区服务，

Wesleyan 的学生做事都富有激情和强度，帮助与其他学校划清界限。“Wes 的

学生喜欢用一种不符合传统的态度面对生活，”一位政治学主修的学生说。“校园

中有一股能量，对我来说，这是创造力和政治的力量。”一位大二学生说。最近

这些年，很多 Wesleyan 的校友在西海岸的高科技以及娱乐产业中取得了显著成

就。 

 

这座新英格兰学院为学生比其他同等规模学校更多的学术和课外活动选择，而且，

Wesleyan 的经历也意味着在一个个人自由的环境中自由的学习。“这里的学术氛

围是艰苦和紧张的，”一位大四学生说，“但是是鼓励性并且注重合作的。

“Wesleyan 的自由适用于有目标的学生，并且是那些可以在慵懒的环境中也能

坚持关注学校的学生。” 

 

从 Wesleyan 的校园建筑开始，这里的建筑与这里的学生一样多元化。这座学校

的核心是一排有一个世纪年纪的象牙白覆盖棕色石头的建筑，俯瞰着整个足球场。

剩下的建筑被描述为各种各样的，从现代外观的 50 年代和 60 年代宿舍到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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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艺术中心。Wesleyan 所有的学生公寓看着就像从美国 Main Street 中被挪过

来一样。最近添加的建筑是 Usdan 学生中心和新的学生宿舍和公寓。 

 

Wesleyan 用它强大的财力吸引了很多高水准的教授－那些曾经打算去做学者教

师的，那些学术界的超级巨星能同时做突破性研究，激情演讲，并且关注每个学

生的个性。“教授们都很容易接近，知识渊博，从来不谦卑。”一位大四学生说。

Wesleyan 最强势的学科是音乐，天文，经济，分子生物和生物化学，美国研究，

地球和环境科学，英文－也是这些年最受欢迎的主修学科。但是小型的部门也很

值得关注。民族音乐学，包括非洲鼓和舞蹈，是非常特别的。你们可以看到学生

们在侧卧在宽阔的，用地毯装饰的世界音乐中心的看台上，或者看很多音乐家演

奏印度尼西亚的加麦兰木琴。电影部门得到首肯评价。东亚研究中心不仅拥有强

势的学科项目，也有一个正宗的日本茶屋。数学部门强调在小型团队中解决问题

而不单纯是让学生研习理论。本科学习科学的学生可以和教师们在研究实验室李

工作并且经常得到在科学期刊中发表论文的机会。 

  

Wesleyan 的创新课程项目保证了文理教育和二十一世纪的联系，为大一大二学

生加入了相关课程，让学生寻找自己的学生目标，要求所有人建立一个电子作品

集去累积各种作品，和他们的咨询人一起建立目标。学生应该在前两年至少在以

下三个领域中每个上两门课：人文与艺术，社会与行为科学，自然科学和数学。

在后两年学生们必须在每个领域上一门课。在大一结束的时候，学生们可以申请

到其中一个竞争激烈的拥有研讨交叉学科的学院主修学科： 文字学院（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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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历史），社会学院（政治，经济，历史）和社会中的自然项目（关注人类

对科学知识的运用）。新生可以参加专门为他们设计的新生启发课程。学校运用

以网络为基础的选课注册系统和一个提前选课系统根据学生的兴趣，年级和主修

要求分配课程。 

 

“这里的学生都很聪 明，独立，古怪，有

个性，富有激情，用 于献身，充满好奇心，”

一位学生说。 Wesleyan 的学生也

以非同寻常的对从政 治到文化到智慧的辩

论充满热情著称。“学 生们对于时事很关

注，”一位学生说。一 位大二学生把集会和

抗议活动同派对和音 乐会一起列为校园社

交生活的一部分。政 治观点大体上很偏左。

“Wesleyan 是一所自 由，先锋，有社会意

识和活跃的学校，”一 位神经科学主修的学

生说。但是由于学校 的管理规定，学生们

不怎么把他们的智慧用在与家乡有关的主题上。 

 

Wesleyan 一直为保持小规模课堂努力着，只有 4%的课程有多于五十个学生。

有些学生有时候不能成功注册到非常热门的课程。“对于受欢迎的课程，你必须

坚持，但是你最后可以进去的，”一位历史主修说。如果一味的恳求运气不是你

网址：www.wesleyan.edu 

地理位置：小城镇 Small town 

男女比例：50/50 

地址：North College, 

Middletown, CT 06457 

热门专业 

天文学Astronomy 

古典学Classical Studies 

东亚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地球和环境科学Earth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经济学Economics 

英语/写作English/Creative 

Writing 

分子生物学和生物化学

Molecular Biology and 

Biochem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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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风格，海外学习也许是调剂选课头疼的一个暂时的选择。项目有去以色列，德

国，非洲，日本，拉丁美洲，法国，西班牙，中国的。学生也可以参加 venture

项目和威廉姆斯海洋项目或者通过十二校交换项目到另外一个学校学习一学期。

实习很受欢迎，也有人参加与哥大和加州理工学院的 3＋2 工程项目。Wesleyan

喜欢把自己描述为一个拥有大学资源的小型学院。图书馆拥有超过一百万的馆藏，

一般没听说过同规模学校拥有如此多的书籍。学生都说不管什么时候，走过阳光

充足，玻璃窗落地的科学图书馆，你会看到许多人埋首于图书。Wesleyan 优秀

的名声和出色的招聘网络吸引了各种各样的学生，保证了各种价值观的存在，让

这里成为一个如此重要的地方。“在这里你会探索到所有的自我，你古怪的人格，

你的艺术细胞，运动神经，和时尚洞察力和很多日常生活中体现的个性。”一位

大四学生说。这里的学生其中有 7%是非洲裔美国人，8%西班牙后裔，11%亚

裔美国人。学生们反映多样性在 Wesleyan 是被珍惜的。“Wesleyan 的学生很有

包容性，因为在课堂内和课外都有各种公开的对话，创造了他们对多样性的意识

和多元化的接受能力。”一位学生说。68%的学生在高中时代都是年级前十。学

校不提供学术上和运动员的荣誉奖学金，但是 Wesleyan 保证满足每一位被录取

人的奖学金需求。对于家庭收入少于四万美元的家庭，Wesleyan 已经用助学金

取代了奖学金中贷款的部分，其他学生的贷款减少了很多。新生入学教育，涵盖

了一系列长达一周的选课前活动，加上戏剧之夜，电影，和广场舞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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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宿舍来说，大部分的大一学生被安排进学校宿舍的单人间或者双人间。公众

意见显示 Butterfield 楼是安静学习的好选择，Clark 是喜欢 Party 的人去的地方。

学校保证学生四年都有宿舍住。大三和大四生有更多的住房选择：四五人一座的

小镇房屋，兄弟会宿舍，学校所有的房子和公寓，或者特别兴趣主题宿舍，比如

关于生态学，女权，或者少数群体学生的。高年级想要住到校外房屋的学生必须

申请许可。住宿被评价为“舒适，宽敞，”一位主修浪漫主义研究的学生说。搬出

去的人可以选择在家吃饭，或者在学校的餐厅或者兄弟会用餐俱乐部进餐。其他

人则都在 university center 用餐。 

 

Middletown 是一个驾车离 Hartford 和 New Haven 都很近的小城，但是它却远

离主要的公共交通干道。近些年该镇正在复兴中，学生们也很喜欢周围的各国餐

馆。Weslyan 的学生花很多时间参加社区服务，帮助维持学校和这个城镇平静，

有益的关系。另外在 Wesleyan 周围的乡村环境中，你可以在乡间悠闲的慢跑，

可以在附近的 Wadsworth 瀑布游泳，或者在当地果园采摘苹果。受欢迎的短途

旅行包括纽约和波士顿，都只要两小时就可以到达，优雅的滑雪地区和海滩区只

需一小时。Wesleyan 的运动项目倾向于学者型的而不是供人观赏娱乐的。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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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体育项目，每年与“little three”另外两校 Williams , Amherst 的对抗让图书馆中

最书呆子的学生都能冲出图书馆加入到运动的火热当中。飞碟俱乐部（Nietzsch 

Factor 由一个前任明星球员的狗得名，而不是那个哲学家。）经常能打败挑战者，

业余运动也很受欢迎。运动项目也因为一座拥有二百米室内跑道，健身中心和一

个五十米泳池的建筑落成而进一步得到了提升。 

 

虽然曾经的两个兄弟会已经变成了男女都接纳的文学交流俱乐部，集体生活在剩

下的三个兄弟会中被积极的保护着。只有 3%的男性和 1%的女性参加兄弟会。

Wesleyan 对于强调饮酒年龄的规定比较其他学校是相对适中的。根据学校鼓励

学生独立的方针，学生承担管理自己的责任。“学校的思想中非常强调对于酒精

的任职，”一位神经学和行为研究主修的同学说。想要举办多于 75 个人参加的派

对的学生必须要参加一个强调安全饮酒的培训。学生们都同意：低龄饮酒是很容

易的。“如果你想喝你就能得到酒，”一位大二学生评价道。然后，饮酒跟其他校

园活动比起来算是比较非主流的了。这里活动十分丰富，从戏剧表演到无伴奏合

唱团演唱，电影，舞台剧，阅读，演说，派对，和超过 200 个学生团体组织的

各种活动。“学生们周末也待在学校，”一位大四学生说。“这里由学校赞助的派对

喝活动，也有在学校房子中举办的派对。”主要的活动包括 Spring Fling 和 Fall 

Ball-两个户外狂欢节－以及 Uncle Duke Day 和 Zonker Harris Day,两个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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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疯狂的，有六十年代色彩的活动，学生们借此向并不太出名的 Doonesbury 角

色致敬。 

 

因为有很多东西要学要做，Wesleyan  的学生大步流星的面对一切。 Wesleyan

成功的关键是培养一个独立思考和求同存异的都被全面体现的智慧环境。很不同

的是一个大二学生描述这里的学生为“喜欢讽刺的，戏剧性的，有诗意的，有运

动细胞的，有创造力的，活跃激进的，思想开放的，欢心他人，高调和礼貌的。”

如果你还没有被说服，就听一位老兵说的话：“我们只是更好而已。” 

 

 

 

Grinnell College 

格林内尔大学 

 

爱荷华的玉米地为Grinnell的时髦的、创新的、天才的学生群体提供了一个奇怪

的背景。只有1500名学生，Greinnell是Oberlin的一半大小。Grinnell是中西部除了

Carleton之外最好的文理学院。 

 

“去西部吧，年轻人，去西部”，Horace Greeley曾在1846年这样对Josiah B. Grinnell

说。他说完后，格林内尔就辗转来到了这片乡村玉米地，离Des Moines和爱荷华

仅有1小时的路程，并创建了这所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著名院校。尽管学校位置偏

远，但他仍是全国范围内的领先者。格林内尔学院曾经很超前，它是密西西比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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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第一所招收非洲裔美国人和女学生的学校，同时也是全国第一所设立政治科

学本科专业的学校。学校还曾经是地下铁道的车站。学校著名的毕业生包括罗斯

福新政的策划者Harry Hopkins和集成电路的发明者Robert Noyce ，这两个人与同

时代的其他伟人共同改变了20世纪美国的社会面貌。 

 

学校占地 120 英亩，不仅有学院哥特式和现代包豪斯风格的教学楼，还有牧场格

局的宿舍区。（建筑爱好者还会注意到校外引人注目的路易斯沙利文银行。）诺伊

斯科学中心本身便是一个高科技展品，最近学校耗资 4500 万美元对它进行了第

二阶段的建设，面积扩大了 75000 平方英尺。 

 

出于对人文教育的关注，格林内尔参照牛津大学，要求学生参加第一学期的写作

指导课，但是除此之外不再有必修课要求。学校有 30 多个导师，每个导师最多

辅导 12 名学生，帮助强化学生的批判性思维、研究、写作和讨论技巧。学校允

许一年级学生跟着教授进行研究工作。需要选择专业时，学生将在老师的帮助下

确定自己想要的课程。学校比较强的学院有：自然科学系和外语系（包括德语和

俄语），这些系都得到了大量科研资金的支持，还包括来自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资

助。“巨额的捐赠使学院的科学研究保持着顶尖的水准。”一名学生说，“由于有

着最好的设备以及研究生级别的本科科研水平，格林内尔的科学专业很受欢迎。” 

化学系的独立研究项目吸引了很多学生，英语，政治科学，心理学和经济学也很

受欢迎。 

 

格林内尔的入学门槛很高，学校 90%的学生在高中的成绩排在班级前 25%，有近

1/3 的学生毕业后直接进入研究生院和职业学院。不介意在周末也学习的学生会

很高兴来到这里。一名大三的学生说：“这里的学术氛围相当浓厚，但学生间的

竞争却不激烈。”一名社会学专业的学生说，每到期末，或许是为了缓解压力，

常常有盛装打扮的“超人”在图书馆里到处跑，给大家分发糖果。教学是格林内

尔学院教师们的首要任务，因为学校没有设立研究生学位，所以没有助教。一名

大二的学生说：“一般来说，教授的主要职责就是教学，他们有足够的办公时间。” 

 

在格林内尔学院，学习指导很受重视，学生在第一年的学习都会得到教授的指导

和协助，到了专业课学习的阶段还可以选择另外一名导师。“学习指导生动有趣，

对学校提供的学术机会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一名学生这样说。66%的新生的课

堂人数在 19 人以内；人数最多的课堂也不会超过 49 人。若想到海外学习，学生

可以通过中西部联合院校和格林内尔学院驻伦敦办事处到 100 多个国家学习。校

方表示，有 50%的学生偶尔在校外学习，学校提供的经济资助也涵盖了海外学习

的费用，同时学校还提供跨学科研究机会。建筑学，商科，法律，医学半工读合

作项目以及 3 加 2 工程项目同样可供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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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nnel 的校园有点像是玉米王国里的格林威治村。尽管校园地处乡村，但还是

吸引了许多都市来客，尤其是来自芝加哥地区的人。在校学生中有 12%来自爱荷

华州，另外 11%是国际学生。一名学生说；“我们有点古怪，大多是嬉皮士和自

由主义者，尽管我们也越来越多元化。”

西班牙裔学生占学生数的 6%，亚裔占8%，

非洲裔占 5%。妇女权利，同性恋权利，

劳工权利，人权，全球化，环境保护等热

门议题的讨论，PAFA（政治活跃的女权主

义联盟），GEAR（格林内尔艾滋病关注行

动）和 Fearless（为对抗性别暴力而成立）

等团体的成立，都为格林内尔学院的自由

主义作风定下了基调。格林内尔学院拥有

大量的捐赠基金，对此大可不必惊讶，只

要想想股神沃伦巴菲特是学校的董事，英

特尔的创始人罗伯特诺伊斯是学校的校

友就明白了。学校获得的捐赠基金有 50%

用于支持学校的运营预算。学校每年发放

的学术奖学金平均有 10709 美元；但是没

有设立体育奖学金。为了减少学生的债务

负担，学校正逐渐限制经济资助方案中贷款所占的比例。 

 

学校为学生提供四年的住宿保障。87%的学生住在校内，宿舍内有厨房、有线电

视和电脑室。除了两栋宿舍楼之外，其他宿舍楼都是男女混住，大一结束后学生

要通过抽签分配房间。一名学生说：“宿舍都很好而且没有小房间。”住在校外的

多为大四学生，而且就住在大街对面。尽管学校位于爱荷华州中部，学校内有严

密的安保措施，学生对此表示满意。一名学生说：“校园的安全工作做得相当不

错。” 

 

格林内尔镇（人口 9100）是“一个有着漂亮市区的小型农业社区”。学校的社区

服务致力于在学生和居民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因此部分学生回到当地的中学里

辅导学生或当实习教师，其他学生则参加指导计划和社区餐饮计划等各种服务项

目。户外休闲活动很受欢迎：附近的岩溪州立公园适合骑自行车，跑步，露营，

划船和越野滑雪，还有其他由格林内尔户外康乐项目（GORP）赞助的活动。市

中心有一些酒吧和比萨连锁店；想体验都市野生活的学生可以前往爱荷华市和得

梅因市（仅需大概一小时的车程），学校设有前往两地的穿梭巴士。芝加哥和明

尼阿波利斯市距离学校大约 4 小时的车程。 

 

Grinnell 没有兄弟会和姐妹会，因此学校间和校园内的派对多数都是围绕着宿舍

进行的。Grinnell 的男子篮球队已经赢得了全国的注意，因为它非比寻常的炮轰

式进攻，即 5 人用波浪式的像曲棍球的转换方式让对手疲倦。有些球队已经给学

校带回来冠军了，比如男子越野、网球、男子游泳、女子游泳和女子足球。有个

网址：www.grinnell.edu 

地理位置：小城镇 Small town 

男女比例：46/54 

地址：Grinnell, IA 50112 

 

热门专业 

外语Foreign Languages 

生物Biology 

化学Chemistry 

历史 History 

http://www.grinnell.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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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专业的学生说，“因为近 40%的学生群体都参加校际间的体育运动，因此

校内项目反而不像大学校那么盛行了。” 

 

Grinnell 不会在每位未来的学生的脸上标上笑容。“我们热爱在爱荷华中部的感觉，

我们热爱你可能从没听说过我们，我们热爱你不会来这里因为你想要更大的名

气。”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Grinnell---玉米地里拥有一流的文理教育的大学---是大学

中真正的宝石。 
 

 

 

 

 

 

 

 

 

 

 

 

 

 

 

 

 

 

 

 

 

 

 

 

Harvey Mudd College 

哈维穆德学院 

 

理工科的世界之外很少有人听说的极棒的学校。未来的博士生陆陆续续的从这里

毕业，可以与加州理工相抗衡，因其十足的智慧型学生和出色的教职员工。作为

一所顶尖的技术型学校，哈维穆德学院努力向学生灌输学术平衡的意识。它不仅

仅提供优秀理工科，还强调包括人文学科在内的全面教育。“Mudd 是一个非常

棒的地方，你会深入结交很多聪明而且有趣的人，”一名大二的学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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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穆德学院满是用煤渣砌块构造的建筑，带有 50 年代中期风格，校园“看起

来就是一所工程学院，非常对称，毫无浪漫的感觉”。此外，建筑外表上都有一

些小斑点，学生们给他们起了个外号叫“疣”，这不是一个很吸引人的画面。校

园的新增设施包括移动新的宿舍，一个可以容纳大约 500 人的餐厅（里面有一个

先进的比萨烤箱）。 

 

虽然大部分技术型学校的关注面都很窄，但是 HMC 提出一个新颖的观点---即便

是科学家和工程师也“需要了解和欣赏诗歌，懂得哲学和非西方思想”，一位管

理者说。这里学生上的课程有三分之一属于人文学科，这个比例是全美工程学院

中最高的。其中有一半的课程可以在附近的 Claremont 完成。为了确保在自然科

学领域的学习广度，学生另外三分之一的课程需要学习数学，物理，化学，生物，

工程设计和计算机科学。剩下的三分之一的课程必须是六个主修专业领域中的一

个，这些专业包括：生物，计算机科学，化学，屋里，工程学和数学。为了完成

学业，要求所有的学生必须完成一个本专业的研究项目，以及一篇有关人文和社

会科学的毕业论文。学生反映说课程很有挑战性，而且普遍抱怨学习负担很重。

“课程要求很严格，”一名大四的学生说，不过“每个人---学生，教师还有学校

管理人员---都非常乐意帮助你去的成功。” 

 

在学校的九个专业中，工程学被认为是最强的专业，也是最受学生欢迎的专业。

其次是数学和计算机科学。HMC 的计算机科学专业是全国顶尖的，数学系也受

到很多赞誉。近几年，生物学的教职员工数量比原来翻了一倍以上。学生对工程

实践项目有很高的评价，该项目提供给学生真实的工程任务（主要由大公司和政

府机构赞助，每个项目的造价平均超过 30000 美元）。另外还有一个新生项目，

让新手学习解决“一些现实生活中的工程问题”。你还能在哪里参加集成电路设

计的新生研讨会呢？学校没有开设研究生专业，这意味着本科生能够获得大量的

关注，甚至是来自顶尖教授的关注。“教学质量一直非常不错，”一名工程学专业

的学生说，“即使有时候不那么好，一对一的学习模式也大大弥补了这其中的不

足。” 

 

学校里这些技术领域的后起之秀也是各自学校的佼佼者：93%的学生高中时期的

成绩排在前 10%。总体来说，HMC 的学生“很有上进心，痴迷于理工领域，有

共同的科学热情”，一名学生说。46%的学生是当地的加州人。非洲裔学生只占

学生总数的 1%，西班牙裔占 7%，亚裔学生占 20%。学生们反应说环境可持续发

展是大家共同关注的问题，而政治问题在校园里不太受到关注。学校有少量的学

术奖学金，平均有 11375 美元，来帮助学生缓解沉重的学费负担，不过由于学校

只参加 NCAA 第三赛区的比赛，学校并没有设立体育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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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的本科生住在校内， “宿舍条件非常

好，房间是我见过最大 的，”一名大三学

生说。宿舍都是男女混 住的，所有年级混

住在一起。“典型的工程 学院风格---实用、

高效，”一名新生评价道。 这里的学生类型

有阿特伍德型（“努力学 习，努力玩乐”），

也有北方型（酷，很酷）。 对于有电脑专长

的学生来说宿舍相当好， 因为宿舍里有根

学校主机箱连接的网络 端口。宿舍采取抽

签分配方式。学生可以 在七个餐厅中用

餐。总体来说，学生觉 得餐饮“还不错”。 

 

尽管学业压力很大，大 部分学生还是会

参加大量的社交活动， 即使是很常见的

独轮自行车游行活动。 学校没有联谊会，

大部分的社交活动都围 绕宿舍展开，每个

周末都会举行聚会。 “HMC 的人都有

点怪怪的，但是大部分 人的社交能力都

比你印象中的一般的工 科学生要好，”一

名计算机专业的学生说。一名学生觉得克莱蒙特镇“是一个非常适合已婚人士或

老人家居住的地方”。即使这样，大部分学生总能从克莱蒙特学院联盟的五所院

校中找到乐趣。喜欢享受玩乐的学生常常去穆德餐馆，那里有比萨，有弹珠和乒

乓球。 

 

HMC 在 2005 年庆祝了它的 50 岁生日，在一年一度的万圣节“南瓜赞美诗”旅

行中，学生们对着教授家唱着改编自圣诞赞美曲的小夜曲。另外一个怪异的乐趣

的夜晚是女子披萨派对，其中男生穿着连衣裙，发起 Society of Women Engineers

的会议。HMC 的校队与 Claremont McKenna（CMC）和 Scripps 的联合队伍很强

大，这可能主要是因为 CMC 的运动员。男子田径已经赢了 16 场冠军，女子游泳

和跳水也连续赢了五届了。男子网球，女子越野，女子足球都很拔尖。 

 

一个普通的学生努力抑制着的是太重的学业，学生们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回顾

他们所学的，但是努力得到的回报是在研究生的学习中和在工作中。HMC 紧跟

在加州理工大学的后面，都是西部最好的理工类大学。HMC 不承诺你可以在硅

谷找到一份热门的工作，但是有些学生当然做到了。学校提供了极佳的理工科与

人文和社会科学教育的融合。HMC 的温馨的氛围还提供了一些其它比较大的学

校所不能提供的：家的感觉。“HMC 是最严格的科学类学校之一。”一个大四学

生说，“但是使其特别的是，它培养你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网址：www.hmc.edu 

地理位置：Suburban 郊区 

男女比例：67/33 

地址：301 East 12th Street, 

Kingston Hall, Claremont, CA 

91711 

热门专业 

工程学Engineering 

计算机科学Computer Science 

数学Math 

物理Physics 

化学 Chemistry 

 

http://www.hmc.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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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hington and Lee University 

华盛顿与李大学 

 

男女同校来到 W&L，并没有让学校的支柱倒下。在开始录取女生后的 20 多年，

W&L 是南方选拔最严格的小型大学，只有 Davidson 可以与其匹敌。W&L 填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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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理学院在商科和传媒方面的空缺，其商科和传媒是非常强的学科。 

 

华盛顿与李大学和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同在列克星敦镇，是南方上流社会的写照。

学校一年一度的化装舞会是一大亮点。由于罗伯特 E 李德“打招呼传统”，学生

们养成了在修剪整齐的草坪上遇到时闲聊几句的习惯。但这已经不是祖父那个时

代的学校了。校园里出现女学生的身影已经有二十多年了，现在的校园少了一份

19 世纪的古老气息，多了一份 21 世纪的现代感---这样更加符合美国南部顶尖文

理学院的形象。一名大三学生说：“其实大学就应该是这样的。” 

 

校园坐落在一片绿意的青山上，树木很多，横跨两个国家级别的地标，校园的红

砖大楼以白色多丽丝柱为特色，虽然外观已经有了变化，但最主要的建筑风格是

希腊复兴时期的风格。此外，学校还有约翰 W 埃尔罗德综合共享大楼，里面有

餐厅，电影院和书店。学校最近新建了一座绿色环保的艺术音乐大楼，斥资 2500

万美元的图书馆的翻新工程也在 2009 年初完成。 

 
虽然标准的人文教学项目仍然是学校课程体系的基础，但学校也提供了很好的职

业预科教育，特别是设在威廉姆斯商业经济与政治学院的上课，经济和会计专业。

新闻和大众传播专业很受欢迎，历史和英语专业也是一样。学校还提供了多种多

样的本科学位项目，包括俄罗斯地区研究，东亚语言和文学，工程学和神经科学。

一般情况下，有一半的学生会去国外呆段时间，同时国际教育中心提供的国际学

习机会还在不断增加。春季学期变为一个长达四周的学习阶段，目的在于为师生

提供更多的创新教学方法。 

 

“尽管课程很很难，但是学生都很乐意互相帮助。”一名大一学生说。课程通常

是小规模课，平均课堂人数是 16 人，新生可以直接请教教授；学校没有助教。

“华盛顿与李大学的教学质量非常的好，”一位学生称赞道，“教授都非常出色，

很多都曾写过书，或者是领域内有名的大人物。”著名的荣誉规章制度（“是学校

所有事务的基础，”一名学生称）使得严格的教学氛围变得稍微轻松一些。考试

及期末考试没有老师监考；宿舍门不用上锁的话，桌子上的笔记本电脑也不会消

失，而图书馆则每天 24 小时开放。非常出色的学生可以申请罗伯特 E 李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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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项目，这个项目给学生提供奖学金，让他们协助教授进行研究或者独立开展

课题。三加二工程学项目已经取消。 

 

“W&L 的学生非常聪明，对于未来有很高的期待值，”一名学生说。“大部分学

生来自较为富裕的家庭。”一名学生说。虽然有些学生会形成一些小团体，但总

的来说，校园的氛围还是很友好的。“校园有个打招呼的传统：在校园里学生必

须和每个经过的人打招呼，这确实有助于和谐的学院氛围和集体意识，”一位医

学预科学生说。虽然与其他顶尖文理学院相

比，该校的氛围会更保守一些，但顽固的保

守主义已经消失了。也许“中庸之道”最能

形容学校如今的政治倾向了。非洲裔学生只

占 4%，虽然学校一直在努力招收非洲裔学

生；西班牙裔占 2%，亚裔占 3%。15% 的

学生是弗吉尼亚当地人，但是来自华盛顿特

区东北部的学生也有很多，约占 30%.随着

申请学生的数量在持续大幅度增加，每届新

生的 SAT 成绩也正不断提高，录取率已经低

于 20%。学校为 9%的学生设立了学术奖学

金，四年的总奖金数目从 15 万到 20 万不

等， 

 

61%的学生住在校内。新生住在学校男女混

住的宿舍楼里，“质量当然没有五星级酒店

好，”一名学生说，“很多学生都把住校经历

视为人生中一件大事。”高年级学生可以住宿舍或者公寓，很多学生在到大三或

者大四时会搬到郊区的别墅中。新生必须购买饮食计划，“餐饮还不错，”一位学

生说，“虽然大部分学生在几年中会在兄弟会或者姐妹会里就餐。”荣誉制度和校

园保安让学生觉得在校园里很安全。“这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城市和校园，”一位经

济学专业的学生说。 

 

83%的男生参加了兄弟会，74%的女生参加了姐妹会。“虽然很多社交活动都以联

谊会为主，但是这些聚会向所有人开放，”一位政治和宗教双专业的学生说。兄

弟会招新时经常会有乐队现场表演；化妆舞会（又叫做“10 万美元”舞会）也

吸引了很多学生。兄弟会派对里有很多创意---近期的亮点包括一只机械牛，以及

装饰成豪宅的会所。学校四年一度的在野党政治模拟会议曾经不可思议的准确预

测出总统人选。宿舍里禁止适合年龄以下的学生饮酒，不过“学生总是喜欢聚会

和喝酒的。”夏洛茨维尔附近的福克斯菲尔德赛马场和肯塔基德比是很受欢迎的

短途旅行目的地。在周末，开车很容易就可以到达华盛顿特区，里奇蒙和罗阿诺

克。但是因为学校里并不乏味，所以多数学生都喜欢在校内度过周末。 

 

因其风景如画的地理位置（在 Appalachian 山中部），学校为自然爱好者提供了大

网址：www.wlu.edu 

地理位置：Small Town 小城镇 

男女比例：50/50 

地址：Lexington, VA 24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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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活动，包括狩猎、钓鱼、野餐、滑雪和在河里洗澡。“我热爱 Lexington，”

一名学生说。Lexington，一个“安静的、友好的城镇，有很悠久的历史，”这个

城镇有一些酒吧、两个电影院和一些餐馆。“被周围的 Shenandoah Valley 和 Blue 

Ridge 山的美所主宰，Lex 很小，但是拥有你可能需要的任何东西，”一名大四学

生说。 

 

“W&L 的学生很自豪自己是 W&L 的学生，这在他们追求自己的学业上的幸福和

努力可以看得出来，”一名大二学生总结说。 

 
 

 

 

 

 

 

 

 

 

 

 

 

 

 

 

 

Colgate University 

科尔盖特大学 

 

有不到 3000 名学生，Colgate 比 Bucknell 和 Dartmouth 小，但是比 Hamilton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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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s 大。就像其它四个学校一样，它提供小城镇的生活，学生和教授的亲密

交流。 

 

在科尔盖特大学里有轻松的小镇生活，活跃的社交，强烈的运动气氛和亲密的师

生交流。在校园里走上一个来回，你会发现学生们同样的衣服，乐斯菲斯户外服

装或者巴塔哥尼亚羊毛大衣，但并不像他们看起来的那样统一和无趣。“这里有

运动员，喜欢看书的人，喜欢参加派对的人，全能小子，有洁癖的人，戏剧爱好

者和政治活跃分子等等。”一位学生说，“但是所有的学生都有两个共同点：享受

学习的快乐，因为兴趣而学习知识的快乐。”从植物标本馆到泥盆纪化石标本，

再到直径 16 英寸的反射望远镜，很明显的是科尔盖特不仅仅有着风景如画的校

园。 

 

科尔盖特大学的 13 位创始人仅仅用了 13 美元创立了这所大学。1880 年，牙膏

制造者 William Colgate 给这所年轻的学校捐赠 5 万美元，学校的名字也从麦迪逊

改为科尔盖特。现在这所占地 515 英亩的学校坐落在纽约远郊的一个山腰上，俯

瞰汉密尔顿村。在布满绿树的道路上可以看见覆盖着常春藤的石灰石建筑；宽阔

的草地是橄榄球，飞盘或其他户外运动的好地方，尤其是在暖和的时候。校园周

围有好多的山和农田，从 10 月中旬到第二年 3 月中旬，这里的雪景非常美丽。 

 

除了开辟新方式——在纽约的远郊地区办学，科尔盖特还最先强调跨学科学习。

1928 年，学校的教职员工建立了首个跨学科核心教学项目，从那时起，这就成

为了整个课程体系的基础。甚至直到现在，所有的大一新生都仍然要参加第一年

的研讨课，探索与人文教育相关的主题、技能和学习方法。每门研讨课的数目上

限是 18 人，涉及从摇滚乐的历史到原子弹的出现等 40 多个不同的主题。研讨课

立足于个人的需求和优势，强调同学之间的相互学习，在教室以外的学习。研讨

课的教师同时也会给予学术指导。学生在大二之前都不会明确专业。学生还要在

学校的三个学术部分分别完成两门课：数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人文学科。

此外还有四门涉及到西方传统、现代化的挑战、文化、科学观点的教育核心课程，

除了要学习一到两个主修专业外，还要求学生掌握流利的外语，学习四门体育课

程，并且通过游泳测试。 

 

学生们给予自然和社会科学专业很高的评价，而经济，政治和历史是最受欢迎的

专业。得益于学校广阔起伏的地理环境，学校的环境研究专业也设计的比较好，

有环境生物学、地理学、地质学和经济学四个方向。“对医学预科感兴趣的学生

得知医学院的录取率有 76%时一定会很高兴，”一位学生说，“这个录取率是全国

平均录取率的两倍。”学习外语的课堂和实验室帮助学生们熟练掌握一门外语---

学好外语是件好事，因为学校提供 22 个为期一学期的校外学习项目以及一系列

在世界各地的学习机会。除了在英国、日本、尼日利亚、俄罗斯和中美洲等地的

海外学习项目。在国内也有三个项目，如设在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美国国立卫生

研究院的项目。学校还参加了海事研究项目和海上学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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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实行小班教学，97%的大一课程只有不到 49 个学生。“课程很难，不过老师

和导师会给予指引，”一位大三的学生说。

一位大四的学生补充道：“教授很热衷于教

学。”本科生研究项目同样备受好评，每年

夏季都有超过一百名学生以助研的身份在

教授的指导下工作。那些毕业后直接参加工

作的学生称赞说，学校强大的校友网络在他

们找第一份工作的时候有帮助。 

 

“科尔盖特的学生具有主动精神，积极参加

各种课外活动，”一位大四的学生说。学生

大部分是来自公立高中的白人，28%是纽约

人。非洲裔学生占总数的 5%，西班牙裔占

6%，亚裔学生占 7%---已经比过去好多了，

不过学生多样性仍有不足，一位学生说。热

门话题包括总统选举，人权，和学校对联谊

会活动的干预。“校园里自由派和保守派各

占一半，”一位学生说。学校没有设立学术

奖学金，但是有各种体育奖学金。 

 

科尔盖特有 91%的学生住在校内。这些宿舍既有配备壁炉的传统建筑，也有像酒

店一样设备齐全的新宿舍。“虽然我是新生，但是我的宿舍是一间宽敞的四人套

房，有两个双人房和一个客厅，”一名大二的学生说。“大一新生可以选择一到五

人的各种套房，大二就可以选择最多六人的套房（或者在百老汇大街的一栋大二

宿舍楼），到了大三和大四就可以选择一些主题宿舍，联谊会宿舍以及公寓。”每

年学校会允许大约 250 名高年级学生住在校外。校内的三个餐厅为学生提供了多

种饮食选择，包括沙拉，三明治，汤，谷类食物和百吉饼。在校园中心处（学生

称之为 Coop）有很多外卖食物。“厨师们欢迎学生提出各种各样的特殊要求，”

一名历史专业的学生说，“所以如果你家里有一道特色菜，可以告诉学校的厨师。” 

 

“汉密尔顿是一座真正的大学城。”一名学生说，这里有餐厅，酒吧，也有午夜

比萨。“从校园步行就可以走到镇上，也有半小时一趟的免费巴士，这在冬天的

时候显得非常贴心。星期五和星期六的晚上，学生们既可以看到免费电影，也可

以观赏他们的朋友参与演出的清唱音乐会，还可以享受酒吧和咖啡屋的 K 歌之夜。

其中Barge Canal咖啡屋是学校在市中心开的一家临街店。咖啡屋向所有人开放，

现在很受欢迎。同样坐落在闹市区的 Palace 的音乐和舞蹈吸引了很多人，包括一

个酒吧和一个墨西哥餐馆。 

 

说回到校园，33%的男生和 29%的女生参加了希腊式体系，在学习与社会生活之

间取平衡的辩论一直持续着。为了降低酒精消费和其它经常出现的问题，管理层

网址：www.colgate.edu 

地理位置：Rural 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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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milton, NY 13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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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使兄弟会和姐妹会将其校外的房子卖给了大学。“学生们现在习惯了，并且很

喜欢现在的希腊式体系，这在几年前是一个热议的话题，”一名学生说。而就户

外活动来说，“Base Camp 可以指引你到露营场地和其它场地来试验，他们还可

以租给你可能需要的设备，”一名计算机科学和物理学专业的学生说。除了必须

的四天迎新项目，新生还可以参加野外探险，一组 6 到 8 人乘独木舟或者在

Adirondacks 徒步旅行，或者拓展训练，包括 3 天在附近地区的社区服务活动。

科尔盖特的学生通过当家庭教师、辅导员、或者学生老师在社区工作。有车一族，

到 45 分钟车程的 Toggenburg 去滑雪，或者去雪城和 Utica 的广场和城市去也大

概同样的距离。人人都盼望 Spring Party Weekend，期末考试前的放松。在毕业

前夕，大四学生点燃火炬，沿着 Lake Taylor 组成一个圆，在那里唱着他们的校歌，

将火炬扔向篝火。 

 

科尔盖特学生参加校际间的运动，他们最疯狂的欢呼来自与 Bucknell 的足球比赛，

与 Cornell 的男子长曲棍球。女子篮球和长曲棍球队、足球和男子水球是全国很

有竞争力的球队，女子足球和男子曲棍球也很强。43%的学生都参加俱乐部和校

际间运动。 

 

科尔盖特已经走了很长的道路了。这个学校已经在跨学科学习领域做了先锋，并

且一直继续这样做，现在，不论是字面上还是比喻上，它从大一的研讨课项目一

直持续到即将毕业的大四学生身上。还有什么是始终如一的？一名大四学生给出

了评价：“无论是学术、体育、社区服务、艺术，或者任何其它 1001 项能想到的

事物，科尔盖特学生都被推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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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不知道苏菲亚史密斯会如何看待自己在 1871 年创办的这所“传承并发扬基

督福音精神”的女校。现在学校里虽然还有福音教徒，但她们已经加入其它学生

的行列，一起反种族歧视，阶级歧视，性别歧视和同性恋歧视。虽然这所女校仍

在努力推动文理教育的发展，但同时也专注于将女性推向科技的第一线。这里的

学生既有机会成为工程学等男性占主要部分的领域中的领导者，也可以在景观学

等跨学科领域进行深入研究。“这是一所超赞的大学，”一名大四的学生说。 

 

史密斯学院坐落于北安普顿的一座小城市里，像镶嵌在伯克希尔山丘上的一片艺

术绿洲。学校占地 125 英亩，从前门看上去就像中世纪的古堡，但学校里的花园，

天堂池和植物园让学校变得丰富多彩。校园建筑既有 18 世纪后期风格，也有现

代风格。学校在不断更新设施的同时，也成功的把校园的历史氛围保持了下来。

2009 年一座通过 LEED 认证的科学工程设施，福特大楼竣工，这耗资 7300 万美

元。 

 

准备和你的心姐妹们在学校里用功读书吧。“课程的难度大的令人难以置信，”学

生说，“假如学生需要额外的帮助，这里有大量的资源可供使用。”由学生管理的

史密斯荣誉规章制度涵盖了从考试到图书馆外界图书等方面，并且得到学生的赞

誉和严格执行。学生一般不会相互比较成绩，而是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心理学是全校最受欢迎的专业，然后是政府学，经济学，英语和生物科学。四分

之一的女生选择理科专业，并会有机会协助教授开展研究工作。STRIDE 项目中，

大一大二的学生可以成为教授的带薪的研究助理。此外，理科学生还可以从宽敞

设施一流的科学中心获益。有两台电子显微镜可供学生使用，同时，鉴于五校联

盟的优势，学生还能接触到一套世界上最先进的射电天文学设备。学校的艺术史

系是全美最好的科系之一，该专业的学生可以进入学校一流的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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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smith.edu 

地理位置：Small city 小城市 

男女比例：0/100 

地址：College Lane, Northampton, 

MA 01063 

热门专业 

政府学Government 

艺术Art 

心理学Psychology 

生物科学Biological Sciences 

经济学 Economics 

 

 

除了要上至少一门的写作课程以外，学校的女生可以自行规划课程这一难得的自

由。本专业以外的必修课程占学分的一半。一年级学生可以参加小型的研讨会，

探讨非洲历史之类的课题。出色的学生可以参加学校的学者计划，进行一到两年

的独立或额外研究，并且得到学分。大约有 230 名大二以上的学生参加了艾达康

斯达克学者计划，该计划专门为重返校园的学生开设。学校的挖掘着工程技术项

目是所有女校中的第一个这个类别的项目。这个项目让学生在深奥的文理教育的

氛围中学习工程学。学校希望这个项目能够推动工程学领域的性别平等。现在，

该项目的第一届学生已经到哈佛，麻省理工，康奈尔，普林斯顿等著名学府进行

研究生的学习；其中两名学生获得了竞争非常激烈的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奖学金；

其他学生也很快 走上理想的工作

岗位。学校新开设 的课程包括园林

学，该学科关注人 类，自然和居住过

环境的关系，这个 专业是全国学校

中仅有的。此外， 学校还增加了中

东研究专业。 

 

学校所有的课程 都有终身教授来

授课，学生对教学 质量和师生间的

互动很满意。“教 学质量非常棒，”

一名画室艺术专 业的学生说。学校

的四个图书馆个 共有将近两百万

册藏书，是全国文 理学院藏书最多

的学校之一。学生 可以通过十二所

学校的交换项目 到新英格兰地区

12 所著名学府中 的一所进行一到

两个学期的学习， 也可以参加创新

的海事研究项目。学生还乐意参加学校著名的海外学习项目，通常这个项目会送

一半的大三学生到一些国家进行至少一个学期的学习。实习项目会让每个学生获

得至少一个暑假的实习机会，这都由学校资助。 

 

学校 64%的学生在高中时排名前 10%。22%的学生来自马萨诸塞州。非洲裔学生

占学生总数的 7%，亚洲裔占 13%，西班牙裔占 7%，印地安人占 1%由于史密斯

学院获得的捐赠超过 10 亿美元，学校与其他院校相比拥有更雄厚的财力。虽然

学费很高，但学校仍然能够招收许多不同类型的女生，他们都敢于表达袭击的想

法。“史密斯学院的女生很强大且有智慧，”一名学生说。学校每年发放的学术奖

学金平均有 6113 美元。 

 

史密斯学院的住宿体系由别墅组成，而不是宿舍楼，这吸引了很多羡慕的目光，

并且吸引了 90%的学生住在校内。“学校的住宿体系形成了很浓厚的集体氛围，

每栋房子都有自己的传统，”一名学生解释说。学生说他们经常穿着睡衣吃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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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洗澡间也因为没有男生而显得特别干净整洁。总共有 35 栋房子每栋都能容纳

13 到 100 名学生，每个单元都有学生自行管理；所有的事情从探访时间到周末

聚会和音乐会都由学生自己管理。每栋房子都配有卧室，电视间和学习间，不少

房屋还有壁炉和大钢琴。宿舍主管由学校委派，但日常事务由票选出来的住宿委

员会来管理。 

 

学校的氛围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的姐妹会。除了一栋只允许大四学生住的房子之

外，其他都是各个年级的学生混住在一起，所以新生会很容易融入到高年级学生

之中。入学时学生可以说明他们对房子的规模和位置方面的喜好，若需要换宿舍

则可以通过抽签来决定。所有的的本科生都必须住校，除了艾达康斯达克学者项

目的学生---这引起了一些大三大四学生的不满。另外还有两种宿舍可以住，分别

是素食者联合会和，公寓综合楼还提供餐饮服务，饭菜受到学生的好评。“有一

栋宿舍楼里有意大利面，有一栋以亚洲菜为主，还有的供应地中海菜，甜点，甚

至有在晚餐时段供应早餐的宿舍，”一位学生说。教授们经常应邀在周四参加聚

餐，餐桌用蜡烛装饰成家庭风格，十分温馨。 

 

在史密斯学院，没有闹哄哄的社交场景，但学校有大量派对和许多好的去处。“学

校的学生组织很善于策划如电影之夜和圣代冰淇凌派对等活动，”一名大四学生

说。学生可以通过五校联盟来认识男生（或者史密斯学院以外的女生）。此外，

每栋房子每学期平均举行两次派对。达特茅斯学院或其他附近的院校的姐妹会在

特定的周末受邀参加活动，这是一个比通常的酒吧活动稍微“文明”一些的活动。

只有 21 岁以上的学生可以的校园派对上喝酒，到时会抽查学生的 ID 卡以及在学

生手上打上记号。学生们反映说学校的饮酒政策越来越严格。学校有免费巴士服

务，学生可以自由穿梭于其余四所联盟高校，所以学生会有大量的社交和文化交

流机会。 

 

北安普顿是一个有三万人口的大学城，以时髦和吃喝玩乐著称。该城镇培养了各

种次文化，基本上那个包含了所有的人。“北安普顿是我最喜欢的地方之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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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大四学生说，“小城充满艺术气息，有两个独立的电影剧院，有音乐和舞，蹈

场地，舞厅，保龄球场和许多餐馆，这里从不缺乏夜生活。”史密斯服务组织（SOS）

安排学生在北安普顿，周边社区和校内共计 600 个地点参与志愿者活动。此外，

史密斯学院有着历史悠久的传统活动，如登山日，校长会取消当天所有课程让学

生们登山，做近距离交流以及共享自带的午餐。新英格兰有着迷人的乡村风光；

滑雪场距学校仅一小时路程。最热门的旅游线路是到波士顿（2 小时路程）或者

到纽约市（3 小时路程）。 

 

史密斯学院在体育项目上有着悠久的传统，它是第一所加入 NCAA 的女子高校，

并重视接收学者型运动员。划船，垒球，足球，马术和滑雪等队伍实力都不俗。

划船队和排球队最近为学院夺得了冠军。学院斥资上百万美元修建了运动综合中

心，包括了室内网球场和跑道，六泳道的游泳池和马术跑道。校际比赛几乎涵盖

了所有项目，从垒球到救生圈水球再到橄榄球运动，几乎什么都有。 

 

“史密斯学院并不适合所有人，”一名大四学生说到，“要融入一个全是女性的环

境是比较难的，但这是我做的最值得的选择。”严格的福音教条主义已经消失，

如今的学生不再是索非亚史密斯所规划的那样，但她的名字和精神会一直存在于

这个包罗万象，自由开放的学院里。这是个“团结，聪明，有趣，富于同情心”

的女性团体，这里的学生已经准备好迎接挑战，成为有用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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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milton College 

汉密尔顿学院 

 

追溯到 1978 年，那时的汉密尔顿学院似乎已经有了所有的一切：资金，声誉和

出色的学术。这里所说的“一切”不包括女生。因此在过了 166 年的单身生活之

后，汉密尔顿学院终于和附近的柯克兰女子艺术学院联姻，这所学校是十年前在

汉密尔顿学院的资助下成立的。这需要时间来相互适应，但是结局是圆满的。现

在汉密尔顿学院的男女学生的比率持平。“老男孩”的传统和女性右脑思维完美

结合，这使得学生们受益匪浅。“来汉密尔顿吧，因为你不仅会学到简单的事实

和数据，”一位经济学专业的学生说，“你还会学会如何批判性思考和清晰地表达，

以及如何有效地领导团队。” 

 

历史悠久的汉密尔顿学院坐落在风景如画的山顶，俯瞰克林顿小镇厚厚的温暖的

褐色沙石点缀着校园里的维多利亚学院式建筑。事实上，和极具美景的校园不搭

边的便是那难看的图书馆。而临近的柯克兰校园大部分都是建于上世纪六十年代

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被称为复古野兽派建筑。一条分叉的峡谷将学校一分为

二，而学生活动中心横跨两岸，似乎要将两岸连接起来。这里有餐厅，娱乐室，

以及学生和教师休息区。1200 多亩的树林，平原和河流围绕在学校四周，还有

可以徒步旅行和越野滑雪的小路。学校最近投资 3700 万美元用于科尼约翰逊大

楼的翻新和扩建，社会科学学院就在这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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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密尔顿学院提供纯正的文理教育。经济，政府学，数学，英语，心理学是最受

欢迎的专业。一位学生说：“经济和中文系的教授知识渊博且经验丰富，并且对

教学充满热情。”学生们认为所有院系都不弱。学校的亚瑟列维特公共事务中心

以纽约州前任监察官命名，学生可以在这里对当地，区内甚至州内的社会服务团

体和政府机构进行研究。自然科学系很强，耗资 5600 万美元建造的科学中心是

其有力的证明。由于有来自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资助，地球科学专业的学生每年都

有机会到南极洲展开研究。汉密尔顿的岩石地形也为系里的学生提供了丰富的研

究资源。 

 

学校在 2000 年进行了一次重大的课程体系改革，取消了限选课程要求，取而代

之的是一系列的强调互动，强调写作，口语表达以及讨论的研讨会---规模限制在

16 人以内。可选的大二学习项目强调跨学科学习（以公众演讲的综合项目作为

结束）。事实上，汉密尔顿学院是少数要求所有学生开展本专业领域毕业课题项

目的学校之一。 

 

学生们说学术上的重点是课堂表现，所以学生可以轻松面对学习而不用面对激烈

的竞争。“那些想要成功的学生会自觉地进行极限挑战，”一位政府学专业的学生

说，“但绝对不是总想在考试中取得好的成绩。”所有课程都由教授而不是助教来

上课。“总的来说，我们的教授工作非常高效且有激情。他们发自内心的帮助我

们的学业进步和取得个人发展。”多数课堂规模都很小，所以确定专业后再注册

自己喜欢的课程也是可以的。一位化学专业的学生说：“如果你学的是化学专业，

想做研究，你肯定能找到一名愿意指导你的教师。”认为克林顿镇比较偏僻的学

生可以在法国，中国，西班牙或者印度学习一年，或者到华盛顿特区或纽约学习

一个学期。45%的学生有海外学习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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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30%的学生是纽约州居民，有 80%的学生高中时的成绩排在前 10%。“汉密

尔顿学院的学生以集体为中心，非常聪明而不是书呆子，有很好的交际能力，喜

欢娱乐。”非洲裔占学生总数的 4%，西班牙裔占 5%，亚洲裔占 8%。虽然这里不

是政治思潮的发源地，但学生们说政治活跃分子对最近的热点话题（无论是当地

的还是国际的）都很重视。学校设有学术奖学金和体育奖学金。 

 

98%的学生住在校内。住宿的选择既有兄弟会的旧房子翻新而成的宿舍又有带有

新设施的楼房，还有一些比较新的公寓套间（每间可以住三四个人）。所有的宿

舍都是男女混住的，各个年级的学生都住在一起。“学校提供了很好的住宿，即

使到了大三也有可能得到很好的宿舍，”一名学生说。善于交际的学生会成为宿

舍助理，他们可以得到一个单人间，并且不必参加烦人的抽签分房。学校是派对

爱好者的好去处。杜汉姆宿舍楼在社交方面赢得好评，但也有学生把它比作地牢。

柯克兰的宿舍楼声誉更好一些。学生还可以住在男女混住的自营宿舍，也可以选

择住在禁酒的宿舍或者是较为安静的宿舍。那学校的饮食如何？“学校的食物出

乎意料的好，”一位 大四学生承认道。 

 

汉密尔顿的社交生 活从校园酒吧（以前是

一个旧粮仓）到校 园活动委员会安排的

各种活动都有（如 喜剧表演，豪赌之夜，

原声咖啡屋系列或 者是著名艺人演唱会）。

纽约州的北部有些 荒凉，因此大多数学生

都呆在校园里。联 谊会吸引了 34%的男

生和 16%的女生。 克林顿镇的景色非常

美，是吃比萨和喝 咖啡的好去处。因为相

比较而言，这里没 有太多的消遣项目，很

多的社交生活都是 围绕着酒展开的，一位

学生说，但是学校 已经给未适龄学生饮

酒制定了强硬的处 罚措施。到最近的小城

尤蒂卡只有 10 分 钟的车程。学校有一辆

小型公共汽车和两 辆大巴为学生提供交

通服务。雪城和纽约也是流行的短途旅行的目的地。到波士顿，多伦多和蒙特利

尔也用不了 5 小时的课程。 

网址：www.hamilton.edu 

地理位置：Small town 小城镇 

男女比例：50/50 

地址：198 College Hill Road, 

Clinton, NY 13323 

热门专业 

经济学Economics 

政府学Government 

科学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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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体育方面，学校有 28 支校际运动代表队，并且是新英格兰地区小型高校联盟

中的一员。学校的一些传统活动中都有很强的体育思想, 课堂和特许日在春季最

后一个上课日举行，活动包括野餐以及三项体能运动。“很多学生都觉得这一天

比圣诞节更好玩，”一名经济学的学生说。 

 

“汉密尔顿学院给学生提供了丰富的社交，学术和文化资源，”一位大四的学生

说。汉密尔顿学生充满着热情。他们适应了寒冷和风雪---也许这就是集体感如此

强烈的原因。“请确定你喜欢冰天雪地的气候，因为这里的冬天很长，如果你喜

欢阳光明媚的天气的话，那么这里就不适合你了，”一名学生警告说。对于那些

能够忍受天气的学生，汉密尔顿学院会使一个很好的选择。 

 

Oberlin College 

欧柏林学院 

 

欧柏林在理科方面尤其优秀，它的音乐学院是全美最好的音乐学院之一。 

 

欧柏林学院的生活方式是不断的创造新的独特的观点---这所文理学院有着不走

寻常路的悠久传统。虽然坐落在俄亥俄州的一个偏远小镇，但欧柏林学院是第一

所招收女生和少数民族学生的美国高校，而且这里还是曾经“地下逃亡线”的一个

中转站。现在开拓进取的精神并没有减少。从电影研究到神经系统科学，欧柏林

的学生通过各种各样的学术竞赛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思维层次，以激发自身无限的

潜能。一位大三学生说，欧柏林学院对那些“积极主动，愿意服务社区的，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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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自我的，渴望学习”的学生有很大的吸引力。 

 

欧柏林学院迷人的校园，建筑有着多种风格，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风格的建筑

（其中四栋由卡斯吉尔伯特设计），有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石砌结构建筑，

以及一些乏味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兵营式宿舍。艾伦几年美术馆是校园里最美丽

的建筑之一----人们有时会把它与哈佛和耶鲁的美术馆相提并论-----它有着满园

的花朵的砖砌大院和喷泉。欧柏林学院科学中心配备有先进的教室，无线上网区，

科学图书馆和实验室。为了显示学校对环境方面的关注，学校一半的能源都是由

可再生资源产生的。 

 

学校向来是文理学院中理科教学方面的领先者；生物系和化学系是学校最强的两

个系。学生可以选择跨学科专业，比如神经科学和生物心理学。英语，政治，生

物，历史等专业吸引了很多学生。其他受欢迎的专业包括东亚研究和环境研究；

选择计算机科学和人类学的学生较少。学生对教师有着很高的评价。“教授总是

让学生接受挑战和磨练，也会给与足够的帮助，”一位音乐专业的学生说。音乐

学院在全国顶尖表演艺术学院中有着很高的地位；尤其是声乐，小提琴和 TIMARA

专业（音乐等相关艺术的技术）。跨学科专业和学生自行设计的专业都很受欢迎，

比如对黑人，拉丁美洲，俄罗斯，第三世界以及妇女进行研究的专业---在一所自

由开放的学校里，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大约有 40%的学生有海外交流经历。 

 

学生对学业的态度很严肃认真，就像对政治，公平和其他社会问题的态度一样。

课程要求很严格，学习任务很重，经常在周六早上上课。“课程很难，确实要下

很大功夫，”一位学生说。学校有一个“记分/不记分”政策，即让学生不限数量的

选修不记分的课程（只要能够选上）。奥伯林的学生都很有才华并且喜欢挑战自

我，大多数的院系提供小组研究和独立研究的学习机会，并会邀请优等生参加要

求很高的荣誉课程，特别是在大四这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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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对新生没有必修课的要求，

但是通识教育课程要求学生掌

握写作和数学技能以及这三个

领域各九个学分的课程：艺术与

人文学科，数学/自然科学，社

会科学---加上另外九个学分的

多元文化课程（包括一门外语）。

学生在毕业前还要上一些专业

以外的时长为四分之一个学期的课程；不喜欢数学和理科的学生可以通过学习跨

学科课程来满足限选课程的要求，如“化学与犯罪”。学生必须参与三个“一个月

学期”来进行为期一个月的项目研究。项目的形式不限，可以传统也可以独特；

地点也很灵活，校内校外都可以。每个学期大约有 40 个一年级研讨会课程供选

择，每次仅限 14 名学生参加，“这是一种结识新朋友的好方法，”一位学生说，“同

时你也可以了解到学校的学术教育的特色。”90%的新生会参加。 

 

EXCO 是学校一个比较特别的项目，是一个试验学院，可以提供机会让学生和当

地居民一起学习。大部分课程都是由学生授课，主题从童话故事到针织再到萨尔

萨舞蹈等等都有。校内的热门地点有穆德图书馆，有 210 万册的书籍----这里的

一流设施使其适合学习，社交或研究；一个叫“A-level”的地方也很有名，是周末

晚上的好去处。更加值得一提的是，音乐学院拥有 150 个练习室，巨大的音乐资

料库，以及数量很多的斯坦威钢琴----世界上最大的收藏之一。每年有 25 到 35

名学生修读双学位课程，学生最短可以在五年里获得音乐学士和文学学士两个学

位。当然，双学位的学生必须首先获得奥伯林学院和音乐学院的录取。 

 

“奥伯林学院的学生都是自由思想者，他们有热情，努力学习和探索，”一位大三

学生说。学校 91%的学生来自其他州，主要是大西洋沿岸中部各州。非洲裔学生

占学生总数的 6%，亚洲裔占 7%，西班牙裔占 5%，国际学生占 6%。学院积极的

采取各种措施来增加学生的多样性，如聘用不同种族的导师以及建立由全职员工

网址：www.oberlin.edu 

地理位置：Small town 小城镇 

男女比例：45/55 

地址：101 North Professor Street, Carnegie 

Building, Oberlin, OH 44074-1075 

热门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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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多文化资源中心。“尽管学生都是自由派，”一位大三学生说，“但学校的

抗议活动，宣传倡导小组和竞选活动还是非常的多。” “拖曳球”比赛是颇受欢迎

的年度比赛，吸引了一半的学生积极参加。“这个比赛很有奥伯林特色，因为它

是对社会准则的挑战。”一位学生说。学校有 26%的学生会获得平均额度 10493

美元的学术奖学金。 

 

86%的学生选择住在校内，其中有几个是以外语为主体的宿舍。学生必须住校三

年，只有大四的学生可以住在校外。只有一栋宿舍是单一性别的；巴罗斯宿舍楼

住的全是新生，其余的宿舍都是各个年级混住的。最好的宿舍据说是按照专业分

配的公寓，包括法语公寓，非洲文化遗产公寓，俄罗斯公寓和第三世界公寓。学

生可以任意在七个餐厅中用餐，其他的用餐选择包括 OSCA 下属的餐饮机构。

OSCA 是一个有学生全权管理的年营业额超过 200 万美元的机构。住在自营合作

宿舍的学生自己准备餐饮，他们可以享用从自制面包到定期补给的罐头等各种食

物。“自营合作宿舍制度非常好，”一位学生说。 

 

和学校的其他事情一样，学生在社交生活方面有充分的自主权。几乎所有的社交

活动都在校内举行，有足够多的活动供学生参加。即便是在中午时分，“当你走

过校园的时候，一定会注意到正在进行的各种游戏活动，比如飞盘游戏，搭雪堡，

以及草坪上的即兴舞蹈等，”一名大四的学生说到。每个晚上都有公寓派对，话

剧，电影和音乐会。活动向所有的学生开放。至于饮酒，未适龄学生只能偷偷喝

酒，适龄的学生可以在宿舍里面喝。“我认为饮酒的规定执行的挺好，”一名化学

专业的学生说，“没有过多的学生惹上麻烦。” 

 

如果想要短途旅行，克里夫兰是个不错的选择，只有 30 公里远，不过学生们更

喜欢自己的小城镇。“市区仅有两个街区大小，”一位学生说，“但基本上你需要

的东西都有。”另一位学生补充说：“市区里很多餐厅营业到凌晨两点，他们给还

没有睡觉的人送比萨，或者给学生提供一些特别的食物。”为了回报社区，欧柏

林的学生很热衷于参与当地学校，医院，养老院等的志愿者活动。“我们的口号

是：'你认为一个人可以改变世界吗？我们也是这样认为！'”一位学生说。 

 

在体育方面，欧柏林学院似乎正在改变往日的劣势，逐渐建立起一个忠实的粉丝

群。学校有着丰富的体育活动。“只要春雨一停，宿舍楼之间的草坪上就有学生

开始玩终极飞盘，”一位大二学生说。剑术，跆拳道，足球和女子英式橄榄球也

有许多忠实的爱好者。 

 

欧柏林学院虽然小，但是它对国际研究，本科研究以及文理教育的重视使之不局

限于众多的统计数据。这里的学生更愿意讨论当地的贫困问题，而不是餐厅里饭

菜的质量。你会发现有的学生在弹奏美妙的钢琴曲，有的在埋头研究天文学。一

位欧柏林学生这样总结：“欧柏林学院是一个可以做自己的地方，在这个多元化

的环境里，你会找到好多和你一样渴望学习和成长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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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yn Mawr College 

布林莫尔学院   

现 Bryn Mawr 大二学生刘楚南翻译并整理 
 “I think everyone can find their niche at Bryn Mawr.” 

“Students at Bryn Mawr are extremely self-motivated, ambitious, intelligent and confident.” 

 

 

 
布林莫尔学院在诸多精英女子院校当中拥有最高的平均智慧总值。学生政治自由：

不管是支持自由派还是拥护激进派。有人会问这里的学生会不会太过于拘谨严肃？

虽然布林莫尔学院与 Haverford College 的联系不如在 Haverford 还是男校时紧

密，但时至今日，布林莫尔学院依然受益于与 Haverford 的诸多教学及学术资源

共享。 

 

郁郁葱葱的小镇在费城郊区可谓是司空见惯了。布林莫尔学院，这个大腕级的文

理学院就坐落在其中一个风景如画的小镇。在这所学校里，学生们不仅可以学习

从考古学、电影到物理等学科的知识， 还可以参加各式各样的学生组织的丰富

的课余生活。布林莫尔学院始建于 1885 年，是一所帮助学生们在全球化的挑战

中生存和工作的大学。虽然该学院的学生严格遵守学术荣誉诚信制度，参与大量

的校园传统活动，学生们却个个出落的个性迥异。一个大四的学生曾说过：“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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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在这里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小天地。” 

 
该校美丽的校园由板石小路点缀，被连绵的小山丘和青葱绿树包围（很多都被仔

细的标注了他们的拉丁语和英语名字），是午后漫步，骑行和慢跑的完美选择。

只需二十分钟的火车便可到达费城繁华地区。布林莫尔学院可以给人城市的华丽

与喧嚣，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乡村的宁静致远。   大部分学校的建筑属于哥特学

院派，模仿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的建筑风格，与宾夕法尼亚小镇风格结合得相得

益彰。该风格是由布林莫尔学院引入美国的。其中十座建筑物入选美国国家历史

遗产。该校被评为宿舍最像宫殿，以及最像哈利波特霍格沃茨魔法学校的大学。 

 

在 M. Carey Thomas 图书馆，得名于学校的第一位导师、第二位校长，一位在女

性教育界的先锋人物，因此也成为国家级的历史地标之一。当然，除了哥特式建

筑，现代风格的建筑也在整个校园中格外夺目，例如：著名建筑师 Louis Kahn

利用石板及混凝土所设计的宿舍餐厅以及红砖所建造的外语文化宿舍。近几年学

校又为心理和教育系建造了面积约 3000 平方英尺的新教学楼，并翻新了一些教

职工宿舍用于建立一个学生活动村，Cambrian  row。有八十年历史的 Marjorie 

Walter Goodhart 剧院也正在翻修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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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遵守学术荣誉诚信制度，学生们也拒绝谈论她们的分数，但是她们有承认自

己学习很努力的自由。一位大二的学生提到：“ 这里的课程非常有挑战性，但是

非常的丰满且有益。”大部分院系都很强大，特别是科学、古典文学、考古学、

艺术史及各种外语，包括俄语和中文。然而，艺术部门相对较小。“有的学科部

门比另外的一些要大”，一个学生说，“但是每个学科都各有各的吸引力。”如果

想要在音乐、绘画、摄影、天文上有所作为则需要移步到附近的 Haverford College

了。Haverford College 是布林莫尔学院在双学院系统中的伙伴。布林莫尔学院在

该系统中包揽了两所学校中的戏剧、舞蹈、创造写作、地质学、艺术史、意大利

语及俄语的教学。而法语和德语课程由两所学校共同完成。两个学校（布林莫尔

学院和 Haverford College）的学生可以选择在任何的一个学校主修任何一个专业。

比如布林莫尔学院的学生可以选择在 Haverford 主修数学即使布林莫尔学院有数

学专业。两学校间的自由选课也同时帮助学生解决时间冲突，有更多的选择。布

林莫尔学院同时也提供大量多种多样的特别课程。大约三分之一的学生会在大三

期间到其他国家学习。学生们可以选择分布在 27 个国家的 70 余个项目。课题从

与人类学部门合作在阿留申群岛实地考察研究到与城市规划部门在越南研究当

地建筑。计算机、中东研究、东亚研究 及语言学部门也提供了新的海外学习项

目，甚至还有去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交流一年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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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的通识教育要求学生在每个方面（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要修两个

学分的课程、一个学分的数学类课程、一门外语达到中级以上水平以及专业所要

求的所有课程，否则不能毕业。学生也必须选择八个半个学期的体育课程（可以

参加舞蹈课程或健康自卫培训等多种课程代替传统意义上的体育课）并参加游泳

考试才能毕业。另外，所有大一新生都要以选修 Emily Balch 研讨会来提高批判

思想、写作和讨论的能力。该研讨会每班十几个人围坐教室围绕主题进行讨论。

主题从数学、希腊哲学、希腊神话、美国的贫困到表演，哈姆雷特，对于死亡的

思考等应有尽有，帮助学生拓展视野，挑战自我。学校秩序井然。关于荣誉诚信

制度，走在学院里，你会发现学生们会随意把背包放在一个桌子上然后离开一段

时间，这都是因为荣誉诚信制度在每个人的心里，每个人都遵守，大家才可以放

心的把东西留在那里。教授也时常让学生把考试拿回家做，自己计时。考试的时

候几乎没有人监考。这都是因为每个人都遵守规章制度，教授才可以放心的让学

生们更自由些。 

 

林莫尔学院的教学质量非常的高。“教授都极其容易接近，并且他们都非常的愿

意帮助学生们”，一名大二学生说，“你可以有机会充分了解教授们，教授们也会

非常了解你。” 

 

顶尖的教授也会出现在最基础的课程的讲台上。很多教授同时教授研究生和本科

课程。甚至学生们很容易得到机会和系主任同坐一堂，讨论问题并得到他的亲自

指导。所有教授都非常善良并永远为学生敞开大门。这里的师生比例仅1:8。大

布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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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生和转学生们在这里的生活是由custom week开始的。在这一周的时间里，

新生们会参加很多研讨会，研习会，当然还有整个校园还有小镇的观光之旅。对

于好奇这里高昂的学费会带来何种的未来的学生 ，学校的职业资源中心会帮助

学生们寻找工作、面试信息，建立简历。学校有强大的校友网络遍布全美甚至全

球。这些校友自愿参加一个叫externship的项目，无偿带领1-4名学生熟悉自己的

工作岗位，学生在这个项目中可以利用五天的时间去了解某一个自己感兴趣的工

作实际上每天要做的事情，甚至可以得到实际操作的机会。比如参加医学类

externship的同学每天都可以在手术室里旁观手术甚至可以帮助医生传递工具。 

. 

“布林莫尔学院的学生们都非常的会自我激励，雄心勃勃、聪明、自信。”一位

大二学生提到 “ 这里的女生都是领导。”另一位学生说道。学生中有 8%的非洲

裔，3%的西班牙裔，20%的亚裔。 为了鼓励校园多样化和和谐，大一新生在入

学教育的时候可以选择上一个非常密集的关于多元化的四小时课程。这门课教授

学生审视他们自己对阶级、种族和性取向的观点。“这里的学生都非常的有好奇

心，积极进取。”一名学生物的学生说。她又说，“我们愿意卷起我们的袖子去解

决一个复杂的数学证明问题或者与贫困作斗争。我们之中的很多人都是理想主义

者，但是我们从来不惧怕去承认或为我们的信仰争取。”少于 2%的本科学生会获

得荣誉奖学金。平均金额为 11302 美元，但是学校保证满足每个被录取学生的经

济需求。 

 

另外一个保证是大学四年都可以在学校的宿舍居住。“我们的宿舍非常漂亮，”一

位学化学学生提到。宿舍的特征是：硬木地板、临窗座椅、壁炉，一名大四学生

说。另外，食堂的服务和烹饪质量获得了 “餐厅及学院杂志”的国家级奖项。 

“Haverford College 的整个棒球队在晚上堆在我们的食堂里吃饭是很常见的。” 

“这里的饭就是那么好吃！”一名学生说道。她的同学又说：“我是一个素食主义

者。我每次到食堂就餐就像到了天堂一样。”学校的食堂全部采用自助餐形式，

学生可以自己决定吃什么，吃多少。每半个学期都轮换一次的国际美食窗口经常

克林顿来帮某候选人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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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满为患，日本菜、墨西哥菜、意大利菜都大受欢迎。食堂也专门有窗口是为素

食者服务的。 

 

布林莫尔学院坐落于费城的郊区富裕的主线（得名于一条铁路所经过的一系列富

裕的小镇）。学校距离火车站只有两个街区。（步行少于十分钟）“学校所在的小

镇属于比较上流的郊区地区，”一位英语专业的学生说。另外学生附和道，“有很

多餐厅和酒吧，所有地方都是 5-10 分钟走路就可以到达的。”二十分钟的火车就

可以便捷的到达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各种文化景点，参加那里的学术和社交的活动。

学生们如果周末想乘坐大巴去纽约（仅两小时），购物中心（king of Prussia,东海

岸最大购物中心，驾车仅需半小时），新泽西海岸，甚至是好时巧克力公园都是

非常方便的。除了参加本校的活动以外，学生们也可以参加 Haverford College 和 

Swarthmore College 的各种活动。“很多男女都有的社交活动都在 Haverford 

College.”一位大四学生说。除了本身是一个女子学院以外, “社交是相对困难的，

因为我们的作业很多，”一个政治学的学生说“但是这只能说明我们得自己在社

交的事情上下功夫，要自己努力。”其实布林莫尔学院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女子学

校。   这里的女生也从来不为学校缺少男性而苦恼。首先该校仅仅是本科部门

为女子学校，研究生博士均招收男性学生。并且学校有很出色的医学预科项目，

不少在本科阶段没有完成所需基础课想申请商学院的已经本科毕业的人都选择

到这里完成课程。所以在自然科学的教学楼里总是可以看见他们成群结队的走过。

另外，Haverford 甚至 Swarthmore 的很多学生都会到这里上课，吃饭等。布林莫

尔学院虽是个女校但并非那么极端。 

 

学校的传统是很重要的。每年五月初学校的课程结束以后，学校都会举行伊丽莎

白式的庆祝活动。所有女孩身袭白裙，吃草莓，观看希腊式的表演。学生们会与

喷泉亲密接触，在草坪上饮用香槟。灯笼之夜向新生展示该年级的颜色和灯笼，

其他的豪华的盛会，比如游行之夜、地狱周、阶梯合唱，用哥特的感觉和学校的

精神填满了这里的校园生活。“这些活动对于让每个年级团结以及让学生在学校

的历史中留下印记都是非常重要的。运动方面，学生们参加十二种运动包括英式

橄榄球、长跑、排球、曲棍球等。另外，羽毛球队总是得冠军。俱乐部运动包括

各种女生从事的运动比如英式橄榄球，壁球，花样滑冰，甚至有与 Haverford 合

作的混男女队，比如极限飞盘和击剑。 

 

很多学生都反映地狱周之后她们就彻底对学校死心塌地不再考虑转学了。至于为

什么，她们都拒绝透露。恐怕只有真正经历过一次才会明白。 

 

学校可以说是个矛盾体：虽然在郊区但是离城市还是有一点距离。人文学科非常

厉害但是科学学科也很受欢迎。学生们都很独立但是却沉迷于学校的传统。矛盾

的结果是非常正面的。一位大三学生如是说，“如果你想利用各种机会，不断提

高自己，布林莫尔学院是你该来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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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乐闻携尔留学 

每个留学中介对自己的业务都不免“自卖自夸”，我们也不能免俗：）我们有这样几个小

特点，想要说与你听： 

 

网址：www.brynmawr.edu 

地址：101 North Merion Avenue, Bryn 

Mawr, PA 19010-2899 

建校年份：1885 年 

所在州：PA 

地理位置：Suburban 郊区 

男女比例：0/100 

  

热门专业 

考古学Archaeology 

城市发展和结构Growth and Structure of Cities 

物理Physics 

数学Mathematics 

艺术史Art History 

古典文学Classics 

外语 Foreign Languages 

http://www.brynmawr.edu/


 
电话：010-82608919  www.lasedu.com  邮箱：liuxinjuan@lasedu.com 

 
 

 125 / 130 
 

 最初和你见面商讨、分析留学情况的团队，就是最终进行文书写作和选校申请的团

队；谁在为你做什么，已经做了什么，你了如指掌。而且我们限定自己的客户数量，

所以我们会很关注你，只要你不会觉得这很烦:) 

 后期支持的文书团队和外教团队很强大：大学英语老师、海归、英籍美籍人士均有

多年文书写作与修改经验，在我们的服务质量保证的前提下，后期强大的支持保障

了学生背景提升的最优化。 

 我们经验丰富、做事认真：是的，我们的团队在从离开新东方之前，就以严谨认真

而闻名，如果你愿意，我们 2007-2011 年的申请结果和客户反馈，等待你的查阅；  

 我们价格便宜：如果你货比三家，你会发现我们的价格在提供同等服务的中介中，

是性价比最值得的一家； 

 我们全程透明：你的文书、你的申请表和我们与学校的邮件往来等所有信息，都全

程对你公开，毫不隐瞒； 

 全程考试指导：公司强大的考试培训部门（GRE，Gmat，SAT，TOEFL）对于签

约学生，提供免费全程指导（可以远程）。甚至每周末都有免费的考试培训课程，

各个单项班轮番开设，签约学生免费上。 

关于乐闻携尔的业务 

 

去美国读本科 

 

如果你在读初三或高一 

 

业务 VIP+留学 全托+留学 

可选 

服务 

 1 对 1 培训 50 小时（包括 TOEFL、

SAT） 

 选择学校 

 填申请表 

 打包邮寄 

 联系学校 

 签证培训 

 行前指导 

 监狱式全托培训 5个月（包括TOEFL、SAT） 

 选择学校 

 填申请表 

 打包邮寄 

 联系学校 

 签证培训 

 行前指导 

 

 

如果你在读高二或高三 

 

业务 VIP+留学 留学全程 文书写作 

可选 

服务 

 1 对 1 培训 20 小时（包括

TOEFL、SAT） 

 选择学校 

 填申请表 

 打包邮寄 

 选择学校 

 填申请表 

 打包邮寄 

 联系学校 

 签证培训 

 一所学校全套申请文书 

 （包括 1 简历+3ESSAYS+3

推荐信） 

 ESSAY 短文（1000 英文单

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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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学校 

 签证培训 

 行前指导 

 行前指导  ESSAY 短文（700 英文单词） 

 ESSAY 短文（500 英文单词） 

 ESSAY 短文（400 英文单词） 

 ESSAY 短文（300 英文单词） 

 ESSAY 短文（250 英文单词） 

 ESSAY 短文（150 英文单词） 

 推 荐 信 （ Letter of 

Recommendation） 

 简历（Resume） 

 一所学校全程填表 

 

如果你在读大一、大二或大三，申请转学 

 

业务 留学全程 文书写作 

可选 

服务 

 选择学校 

 填申请表 

 打包邮寄 

 联系学校 

 签证培训 

 行前指导 

 一所学校全套申请文书 

 （包括 1 简历+3ESSAYS+3 推荐信） 

 ESSAY 短文（1000 英文单词） 

 ESSAY 短文（700 英文单词） 

 ESSAY 短文（500 英文单词） 

 ESSAY 短文（400 英文单词） 

 ESSAY 短文（300 英文单词） 

 ESSAY 短文（250 英文单词） 

 ESSAY 短文（150 英文单词） 

 推荐信（Letter of Recommendation） 

 简历（Resume） 

 一所学校全程填表 

 

去美国读研究生 

 

业务 全程 文书写作 VIP+留学全程 

可选 

服务 

 选校 

 文书 

 联系学校 

 签证培训 

 行前指导 

 全套文书（包括 1PS+3

推荐信+1 简历） 

 个人陈述（Personal 

Statement）或目标陈述

（Statement of Purpose）

(“PS”) 

 ESSAY 短文（500 单

词） 

 推 荐 信 （ Letter of 

 1 对 1 培训 12 小时

（包括 TOEFL、GRE、

GMAT） 

 选校 

 文书 

 联系学校 

 签证培训 

 行前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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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mmendation） 

 简历（Resume） 

 一所学校全程填表 

 全套文书（包括 1PS+3

推荐信+1 简历）+选校（10

所） 

 

去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留学 

 

业务 全程 文书写作 

可选 

服务 

 选校 

 文书 

 联系学校 

 签证培训 

 行前指导 

 全套文书（包括 1PS+3 推荐信+1 简历） 

 个 人 陈 述 （ Personal Statement ） 或 目 标 陈 述

（Statement of Purpose）(“PS”) 

 ESSAY 短文（500 单词） 

 推荐信（Letter of Recommendation） 

 简历（Resume） 

 一所学校全程填表 

 全套文书（包括 1PS+3 推荐信+1 简历）+选校（10

所） 

 

关于乐闻携尔的战绩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奖学金：5000 美金）宾夕法尼亚大学 

 Cambridge University 英国剑桥大学 

 Brown University 布朗大学 

 Wellesley College（奖学金：44,000 美金）卫斯理学院 

 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 （奖学金 5000 美金）威廉玛丽学院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卡耐基梅隆大学 

 UC-Berkeley 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 

 UCLA 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 

 Rice University 莱斯大学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 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校区 

 University of Michigan-Ann Arbor 密歇根大学安娜堡校区 

 

 

 

 

 

关于乐闻携尔那些瞬间 

 

第一波签证培训                             我们的录取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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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公司 

 

我们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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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乐闻携尔的近期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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